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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了提高钾水玻璃防腐蚀工程的质量 做到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 安全适用 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钾水玻璃防腐蚀工程的设计 施工及验收

钾水玻璃防腐蚀工程包括

钾水玻璃胶泥和钾水玻璃砂浆铺砌的块材面层

钾水玻璃砂浆抹压的整体面层

钾水玻璃混凝土浇筑的整体面层 设备基础和构筑物

在钾水玻璃防腐蚀工程的设计 施工中 各专业应相互

配合 综合协调

钾水玻璃防腐蚀工程的设计 施工及验收 除应遵守本

规程外 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规范

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建筑

防腐蚀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等的规定



术 语

密实型钾水玻璃材料

抗渗等级不低于 吸水率不大于 的钾水玻璃材

料

普通型钾水玻璃材料

抗渗等级为 吸水率不大于 的钾水玻璃材

料

钾水玻璃胶泥混合料

由钾水玻璃固化剂 助剂和粉料 粉砂等固体材料 经混合

均匀后的物料

钾水玻璃砂浆混合料

由钾水玻璃固化剂 助剂和粉料 细骨料等固体材料 经混

合均匀后的物料

钾水玻璃混凝土混合料

由钾水玻璃固化剂 助剂和粉料 粗细骨料等固体材料 经

混合均匀后的物料



原材料和制成品的质量要求

钾水玻璃的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当使用温度不大于 时 钾水玻璃的模数宜为

密度宜为 二氧化硅的含量宜为

当使用温度大于 时 钾水玻璃的模数宜为

密度宜为 二氧化硅的含量宜为

钾水玻璃胶泥混合料的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混合料的含水率不应大于 细度 筛孔筛余

量不应大于 筛孔筛余量宜为

采用混合料配制成的钾水玻璃胶泥 其终凝时间和浸酸

安定性应符合表 的规定

钾水玻璃砂浆混合料的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混合料的含水率不应大于 细度宜符合表 的

规定

表 钾水玻璃砂浆混合料的细度

大粒径
筛 余 量

大粒径的筛 的筛

采用混合料配制的钾水玻璃砂浆 其抗压强度和浸酸安

定性应符合表 的规定



钾水玻璃混凝土混合料的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混合料的含水率不应大于 粗骨料的 大粒径不

应大于结构截面 小尺寸的 用作整体地面面层时 不应大

于面层厚度的

采用混合料配制的钾水玻璃混凝土 其抗压强度和浸酸

安定性应符合表 的规定

各种混合料应标明类型 大粒径和使用温度

钾水玻璃制成品的质量应符合表 的规定

表 钾水玻璃制成品的质量

项 目
密 实 型

胶泥 砂浆 混凝土

普 通 型

胶泥 砂浆 混凝土

初凝时间 不小于

终凝时间 不大于

抗压强度 不小于

抗拉强度 不小于

与耐酸砖粘结强度 不小于

试验抗渗等级 不小于

吸水率 不大于

浸酸安定性 合 格 合 格

耐热极限温度 合 格

合 格

注 表中砂浆抗拉强度和粘结强度 仅用于 大粒径为 的钾水玻

璃砂浆



钾水玻璃混凝土混合料的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混合料的含水率不应大于 粗骨料的 大粒径不

应大于结构截面 小尺寸的 用作整体地面面层时 不应大

于面层厚度的

采用混合料配制的钾水玻璃混凝土 其抗压强度和浸酸

安定性应符合表 的规定

各种混合料应标明类型 大粒径和使用温度

钾水玻璃制成品的质量应符合表 的规定

表 钾水玻璃制成品的质量

项 目
密 实 型

胶泥 砂浆 混凝土

普 通 型

胶泥 砂浆 混凝土

初凝时间 不小于

终凝时间 不大于

抗压强度 不小于

抗拉强度 不小于

与耐酸砖粘结强度 不小于

试验抗渗等级 不小于

吸水率 不大于

浸酸安定性 合 格 合 格

耐热极限温度 合 格

合 格

注 表中砂浆抗拉强度和粘结强度 仅用于 大粒径为 的钾水玻

璃砂浆



表 钾水玻璃材料的耐腐蚀性能

介 质 名 称 耐 蚀 性

硫酸 盐酸 硝酸 铬酸 醋酸 磷酸 草酸 酸性

电镀液和电解液
耐

氢氟酸 硅氟酸 不 耐

氢氧化钠 氢氧化钾 不 耐

碳酸钠 氨水 尿素 不 耐

氯化铵 硝酸铵 硫酸钠 尚 耐

丙酮 乙醇 汽油 苯 有渗透作用

硫酸和 氢氧化钠交替作用 不 耐

注 磷酸的温度大于 时 不耐

对氯化铵 硝酸铵 硫酸钠等介质的 尚耐 系指密实型钾水玻璃材料

钾水玻璃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 宜按表 确定

钾水玻璃材料可与水泥基层 砖砌体 钢铁基层 木等

材料直接接触

表 钾水玻璃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

项 目
密 实 型

胶 泥砂 浆混凝土

普 通 型

胶 泥 砂 浆 混凝土

抗压强度 不小于

抗拉强度 不小于

设计抗渗等级 不低于

粘结强度

不小于

与耐酸砖

与花岗石

与水泥基层

与钢铁基层

吸水率 不大于



续表 钾水玻璃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

项 目
密 实 型

胶 泥砂 浆混凝土

普 通 型

胶 泥 砂 浆 混凝土

导热系数

热膨胀系数

收缩率 不大于

与钢筋握裹强度 不小于

耐热极限温度 不大于

建筑物防护

地面面层应符合下列规定

钾水玻璃材料宜采用密实型

地面面层厚度不应小于 当有冲击或强烈机械作用

时不宜小于

地面面层的伸缩缝 宜与地面垫层的伸缩缝或楼板的变

形缝一致

地面隔离层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采用普通型钾水玻璃材料时 应设隔离层

采用密实型钾水玻璃材料时 宜设隔离层 当介质偶尔

作用且面层厚度不小于 时 可不设隔离层

隔离层宜选用树脂玻璃钢 当面层厚度大于 时

也可选用卷材隔离层 但不得采用纸胎油毡

踢脚板和墙裙应符合下列规定

踢脚板和墙裙宜采用密实型钾水玻璃砂浆的整体面层

也可采用密实型钾水玻璃胶泥铺砌的块材面层 块材厚度宜为

钾水玻璃砂浆踢脚板的厚度宜为 钾水玻璃砂浆墙



 

 

裙的厚度不宜小于

踢脚板和墙裙可不设隔离层 当地面有隔离层时 地面

隔离层应上翻

排水沟 集水坑的面层材料及构造 宜与相邻的地面相

同 当地面无隔离层时 排水沟 集水坑应设置树脂玻璃钢隔离

层

设备基础的面层宜采用密实型钾水玻璃混凝土整体浇筑

小型设备基础可直接用密实型钾水玻璃混凝土制作

储 槽

钾水玻璃胶泥铺砌块材和钾水玻璃混凝土衬里的钢筋混

凝土储槽 应符合下列规定

块材衬里的厚度不应小于 钾水玻璃混凝土衬里的

厚度不应小于

钾水玻璃材料应采用密实型

衬里应设树脂玻璃钢隔离层

槽体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规

范 的有关规定

钾水玻璃混凝土整体浇筑设构造配筋的储槽 应符合下

列规定

钾水玻璃混凝土应采用密实型

底板和槽壁的厚度不应小于

钢筋的钾水玻璃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壁内宜为 壁

外宜为

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钢筋表面应涂刷环氧涂料二

遍



烟囱 烟道

本节适用于以钾水玻璃砂浆砌筑的耐酸块材衬里的烟囱

烟道 以钾水玻璃砂浆砌筑钾水玻璃混凝土预制块村里的烟囱

烟道和以钾水玻璃混凝土整体浇筑的小型烟道

钾水玻璃材料应采用普通型 在设计文件上应标明烟囱

烟道的使用温度

块材衬里的烟囱 烟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块材宜采用钾水玻璃砂浆砌筑 混合料的 大粒径宜为

钾水玻璃混凝土预制块或耐酸耐温砖应采用弧形或楔形

预制块的尺寸不宜过大 应满足稳定和操作要求

灰缝宽度不宜大于

采用衬里的烟道 其底部宜采用现浇的密实型钾水玻璃

混凝土 厚度不宜小于 并适当配置构造钢筋

烟囱出口处的压顶应采用钾水玻璃混凝土 厚度不宜小

于 并配置构造钢筋 压顶顶面应设置坡度 坡向囱内

烟囱出口的囱身外壁 应采用密实型钾水玻璃砂浆抹面

高度不宜小于 厚度宜为

烟囱和烟道的连接处和烟道的变形缝处的伸缩片 应采

用耐腐蚀 耐温的材料制作

钾水玻璃混凝土整体浇筑的小型烟道 应符合下列规定

烟道的壁厚不应小于

烟道应配置构造钢筋和温度钢筋 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间距不宜大于 钢筋的保护层厚度宜采用

烟道的外露表面应采用密实型钾水玻璃砂浆抹面



施工规定

一般规定

钾水玻璃防腐蚀工程施工前应根据施工环境的温度 相

对湿度 工程特点及原材料等因素 通过试验选定适宜的施工配

合比和操作方法 然后再进行大面积施工

钾水玻璃材料的施工环境温度以 为宜 相对

湿度不宜大于

当施工环境温度低于 时 应采取加热保温措施 室外

工程应防止雨淋和曝晒

施工时原材料和施工用具的温度 不宜低于

受冻的钾水玻璃应采用水浴方法加热至不低于 并

充分搅拌均匀后方可使用

钾水玻璃材料的养护期 宜符合表 的规定

表 钾水玻璃材料的养护期

材 料 名 称
养 护 期

密实型钾水玻璃材料

普通型钾水玻璃材料

注 厚度大于 的钾水玻璃混凝土的养护期 应增加

大体积钾水玻璃混凝土现浇工程的养护期 应增加

钾水玻璃防腐蚀工程在施工养护期间 严禁与水或水蒸

汽接触

当养护温度大于 且相对湿度小于 或养护温度小



于 且相对湿度小于 时 钾水玻璃整体面层成型后宜

随即用塑料薄膜覆盖 并不少于

钾水玻璃材料防腐蚀工程养护后 必须进行酸化处理

酸化处理液宜选用 浓度的硫酸 酸化处理次数不应

少于 次 每次间隔时间不少于 每次处理前应清除表面的

白色析出物

钾水玻璃材料的配制

钾水玻璃材料的施工配合比可按表 选用 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钾水玻璃胶泥的稠度宜为 施工时 应有足够

的流动性和稠度

钾水玻璃砂浆的圆锥沉入度 当用于铺砌石材时 宜为

当用于抹压水平面时 宜为 用于抹压竖

直面时 宜为

钾水玻璃混凝土的坍落度宜为

表 钾水玻璃材料的施工配合比

材料名称

混合料

大粒径

配合比 质量比

钾水玻璃
钾水玻璃胶泥

混合料

钾水玻璃砂浆

混合料

钾水玻璃混凝土

混合料

钾水玻璃胶泥

钾水玻璃砂浆

钾水玻璃混凝土

注 配制密实型材料时 应采用密实型的混合料

配制普通型材料时 应采用普通型的混合料



配制钾水玻璃材料时 先将钾水玻璃材料的混合料干拌

均匀 然后加入钾水玻璃 搅拌至均匀

拌好的钾水玻璃材料内严禁再加入任何物料 并必须在

初凝前用完

整体面层的施工

钾水玻璃砂浆整体面层的施工 应符合下列规定

钾水玻璃砂浆整体面层宜分格或分段施工

水平面的钾水玻璃砂浆整体面层 宜一次抹压完成 面

层厚度不大于 时 宜选用混合料 大粒径为 的钾水

玻璃砂浆 面层厚度大于 时 宜选用混合料 大粒径为

的钾水玻璃砂浆

垂直面的钾水玻璃砂浆整体面层 应分层抹层 每层厚

度不宜大于 总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混合料的 大粒径为

抹压钾水玻璃砂浆时 不宜往返进行 水平面应按同一

方向抹压平整 垂直面应由下往上抹压平整 水平面每层抹压

后 当表面不粘抹具时 可轻拍轻压 并应防止起皱和裂纹

钾水玻璃混凝土的施工 应符合下列规定

模板应支撑牢固 拼缝应严密 表面应平整 并宜涂矿

物油脱模剂

钾水玻璃混凝土整体地面应分格或分段施工 分格间距

不宜大于

钾水玻璃混凝土整体浇筑且有构造配筋的储槽 必须一

次浇筑完成 严禁留设施工缝

钾水玻璃混凝土应在初凝前振捣至泛浆 无气泡为止

当采用插入式振动器时 每层浇筑厚度不宜大于 插点间距

不应大于作用半径的 倍 振动器应缓慢拔出 不得留有孔洞



当采用平板振动器时 每层浇筑厚度不应大于 当浇筑厚

度大于上述规定时 应分层连续浇筑 分层浇筑时 上一层应在

下一层初凝以前完成

钾水玻璃混凝土在不同环境温度下的立面模板的拆模时

间 应符合表 的规定 拆模后不得有蜂窝 麻面 裂纹等

缺陷 当有上述缺陷时 应将该处的钾水玻璃混凝土凿去 清理

干净后 用钾水玻璃胶泥或钾水玻璃砂浆进行修补 并抹压平

整

表 立面模板的拆模时间

材 料 名 称
拆 模 时 间

密实型钾水玻璃混凝土

普通型钾水玻璃混凝土

注 相对湿度大于 时 拆模时间增加

钾水玻璃混凝土厚度大于 时 拆模时间增加

块材面层的施工

块材使用前应经挑选 并应洗净 干燥后备用

块材铺砌前 宜先试排 铺砌时 铺砌顺序应由低往高

先地坑 地沟 后地面 踢脚板或墙裙 阴角处立面块材应压住

平面材 阳角处平面块材应盖住立面块材 块材铺砌不应出现十

字通缝 多层块材的灰缝不得重迭

块材的结合层及灰缝应饱满密实 不得有疏松 裂纹和

起鼓现象 灰缝的表面应平整 块材结合层的厚度和灰缝的宽

度 应符合表 的规定



表 块材结合层厚度和灰缝宽度

块 材 种 类
结合层厚度

钾水玻璃胶泥 钾水玻璃砂浆

灰缝宽度

钾水玻璃胶泥 钾水玻璃砂浆

耐酸砖 缸砖

耐酸耐温砖

厚度

厚度
大粒径 大粒径

耐酸石材

厚度

厚度
大粒径 大粒径

钾水玻璃混凝土预制块
大粒径 大粒径

采用钾水玻璃胶泥或混合料 大粒径为 的钾水玻

璃砂浆铺砌的块材 宜采用揉挤法 采用混合料 大粒径为

和 的钾水玻璃砂浆铺砌的块材 宜采用座浆灌缝法

灌缝前 应清除缝内杂物 灌缝时 应随时分层捣至表面泛浆为

止 刮除多余的钾水玻璃砂浆 并在初凝前整平压实



表 块材结合层厚度和灰缝宽度

块 材 种 类
结合层厚度

钾水玻璃胶泥 钾水玻璃砂浆

灰缝宽度

钾水玻璃胶泥 钾水玻璃砂浆

耐酸砖 缸砖

耐酸耐温砖

厚度

厚度
大粒径 大粒径

耐酸石材

厚度

厚度
大粒径 大粒径

钾水玻璃混凝土预制块
大粒径 大粒径

采用钾水玻璃胶泥或混合料 大粒径为 的钾水玻

璃砂浆铺砌的块材 宜采用揉挤法 采用混合料 大粒径为

和 的钾水玻璃砂浆铺砌的块材 宜采用座浆灌缝法

灌缝前 应清除缝内杂物 灌缝时 应随时分层捣至表面泛浆为

止 刮除多余的钾水玻璃砂浆 并在初凝前整平压实



原材料的出厂合格证及产品说明书或复检报告

钾水玻璃材料的配合比及其质量指标的试验报告 抗压

抗拉试验项目所用的试件 应在现场随施工一起制作

基层交接记录

中间交接或隐蔽工程记录

修补或返工记录

交工验收记录



附录 原材料的试验方法

钾水玻璃的二氧化硅含量测定法 应符合下列规定

用千分之一天平称取 钾水玻璃 以热蒸馏水冲洗到瓷蒸

发皿内 用玻璃棒仔细搅拌均匀 搅拌时 用滴管或小量筒加入密

度为 的盐酸 然后用洁净的表面皿盖好蒸发皿

放在水浴锅上煮至沸腾后 取下表面皿 并用蒸馏水冲洗表面皿和

蒸发皿边缘

将所得溶液析出的硅酸凝胶 在沸腾的水浴锅上蒸发至干涸

用玻璃棒捣碎残渣 此玻璃棒一直放在蒸发皿内 在水浴锅上加

热残渣至无氯化氢气味时 再继续加热 使硅酸凝胶完全脱水

残渣冷却后 滴加密度为 的盐酸到湿润状态 此

后在瓷蒸发皿内注入 小容积的热蒸馏水 用玻璃棒搅拌皿内的

溶液和沉淀物 然后静置数分钟 再用无灰细密滤纸过滤 并用热

蒸馏水冲洗滤纸上的沉淀物至无氯离子反应为止 用硝酸银测

试 所得的沉淀物置于已称量的坩锅内 干燥灰化 后在

的高温下灼烧至恒重 灼烧后的物料质量即二氧化硅的

质量

钾水玻璃的二氧化硅含量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钾水玻璃的二氧化硅含量

钾水玻璃灼烧后二氧化硅的质量

钾水玻璃样品的质量

钾水玻璃的模数测定法 应符合下列规定

测定钾水玻璃的氧化钾含量时 在表面皿上用千分之一天

平称取钾水玻璃 以热蒸馏水将其冲洗到容积为 的烧杯



内 用玻璃棒搅拌后 用表面皿将烧杯盖好 加热蒸沸 然

后冷却到 加甲基橙或酚酞指示剂 滴 用 盐酸

溶液滴定到微红色为止

钾水玻璃的氧化钾含量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钾水玻璃的氧化钾含量

滴定所耗用的盐酸体积

盐酸溶液的当量浓度

钾水玻璃的模数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钾水玻璃的模数

氧化钾分子量和二氧化硅分子量之比

若钾水玻璃的模数不符合本规程 的规定 应按下列

方法进行调整

加入硅胶粉将低模数调成高模数 调整时先将磨细的硅

胶粉以水调成糊状 加入钾水玻璃中 然后逐渐加热溶解 硅胶粉

的加入量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低模数钾水玻璃中应加入硅胶粉的质量

调整后钾水玻璃的模数

低模数钾水玻璃的模数

硅胶粉的纯度

低模数钾水玻璃的二氧化硅含量

低模数钾水玻璃的质量

加入氧化钾 将高模数调整成低模数 调整时 先将氧化

钾配成氢氧化钾溶液 加入到高模数的水玻璃中 搅拌均匀即可



  

 

氧化钾的加入量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 高模数钾水玻璃中应加入氧化钾的质量

高模数钾水玻璃的模数

高模数钾水玻璃的氧化钾含量

高模数钾水玻璃的质量

氧化钾的纯度

氧化钾换算成氢氧化钾的换算系数

采用高低模数的钾水玻璃相互调整 调整时将两种不同

模数的钾水玻璃混合 配制成所需的模数 调整时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低模数钾水玻璃的氧化钾含量

钾水玻璃密度的测定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应将钾水玻璃试样置于 的量筒内 温度调节至

把四位读数的标准比重计轻轻的浸入试液内 待其停止下

沉 平视液面 读出比重计数值 加上单位 即为密度

当密度太大时 可采用加水稀释的方法降低密度 再按

第一项的方法进行多次测定 直到符合时为止 加水量可

按下式计算

加水量

式中 稀释前钾水玻璃的密度

稀释后钾水玻璃的密度

稀释前钾水玻璃的质量

当密度太小时 可采用加热蒸发方法提高密度 再按 第

一项的方法进行多次测定 直到符合时为止



钾水玻璃材料混合料的含水率测定法 应符合下列规定

钾水玻璃材料混合料的试样 应在三处不同部位分别取样 混

合均匀后备用

用百分之一天平称取试样 钾水玻璃胶泥或钾水玻璃砂浆混

合料称取 钾水玻璃混凝土混合料称取 在

烘干至恒重 冷却后称重

含水率

式中 烘干前试样的质量

烘干后试样的质量

钾水玻璃材料混合料的细度测定法 应用 天平称取烘

干至恒重的试样 倒入电动震筛机内 震动 后 称取各

阶段筛余物的质量为各阶段的筛余量



附录 制成品的试验方法

下列项目的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防腐蚀工

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的规定

钾水玻璃胶泥的稠度

钾水玻璃胶泥的沉入度

钾水玻璃混凝土的坍落度

钾水玻璃胶泥的初凝时间和终凝时间

钾水玻璃砂浆和混凝土的抗压强度

钾水玻璃胶泥和砂浆的抗拉强度

钾水玻璃与耐酸砖的粘结强度

钾水玻璃胶泥 砂浆的吸水率 试块尺寸均采用

钾水玻璃材料的浸酸安定性

试件制作时 密实型钾水玻璃材料试件的拆模时间为 普

通型钾水玻璃材料试件的拆模时间为

钾水玻璃材料抗渗等级的测定方法 应符合下列规定

试块养护时 环境温度应保持在 相对湿度应保

持在 密实型钾水玻璃材料试块拆模时间为 普通

型钾水玻璃材料试块拆模时间为 养护时间为

钾水玻璃混凝土抗渗等级应按水泥混凝土抗渗试验方法

进行测定

钾水玻璃胶泥和砂浆抗渗等级应按水泥砂浆抗渗试验方

法进行测定

钾水玻璃材料耐热极限的测定方法 应符合下列规定

钾水玻璃胶泥取抗拉强度试件 块 钾水玻璃砂浆和混凝

土取抗压强度试件 块



当耐热极限温度为 时 先将试件于 士

烘干 然后将试件放在加热炉 以升温速度不大于 升温

至 恒温 后 随炉冷却至室温 经过加热的试件 外观无

裂纹且强度不低于原始强度为合格

当耐热极限温度为 时 试件的耐热性测定按耐火

混凝土的物理检验方法进行试验



当耐热极限温度为 时 先将试件于 士

烘干 然后将试件放在加热炉 以升温速度不大于 升温

至 恒温 后 随炉冷却至室温 经过加热的试件 外观无

裂纹且强度不低于原始强度为合格

当耐热极限温度为 时 试件的耐热性测定按耐火

混凝土的物理检验方法进行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