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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外墙用腻子》行业标准(一) 

 

建筑工业行业标准《建筑外墙用腻子》(送审稿)编制说明 

摘 要 外墙涂料已经成为建筑墙体的主要装饰材料之一。为规范市场行为，解决

生产和使用中出现的混乱，建设部下达了《建筑外墙用腻子》标准的制定任务。

本文介绍了标准的编制过程、主要内容及技术要求。该标准审定后由建设部批准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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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制定的背景 

随着我国建筑业的迅猛发展，建筑涂料在内外墙墙体装饰中成为主要的装饰材料

之一，特别是外墙涂料的使用量逐年增长，其发展速度明显超过其他外墙装饰材

料。在面砖、石材、幕墙、金属扣板等众多的外墙装饰材料中，外墙涂料以其优

异的装饰性、耐久性、施工简便性及好的性能价格比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成

为该领域激烈竞争中的佼佼者。 

但是建筑物外墙表面经常会出现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表面裂纹，这些裂纹可能导

致涂层的起壳、脱落，有时甚至引起墙面渗水，严重影响了涂料的装饰和保护功

能，进而影响了建筑涂料的信誉。随着工程量的增多，墙体出现龟裂等现象成为

较普遍的工程质量问题，上述问题的出现通常并不是由涂料引起的，在很多情况

下是基材表面处理材料一外墙腻子的质量所致。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为了满足市场对涂饰工程平整度日渐提高的要求，外墙

腻子产品应运而生。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外墙腻子技术标准，其生产和使用都

十分混乱，出现了一些施工单位为暂时通过验收，使用性能低劣的外墙腻子或内

墙腻子外用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建筑物的正常使用。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地

解决，会阻碍建筑涂料的迅速发展。 

为此，业内人士强烈呼吁制订外墙腻子标准，以规范市场行为，进行有序竞争。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建设部下达了行业标准《建筑外墙用腻子》的制定任务，编

制组开展了本标准的制定工作。 

2 标准制定的依据 

经查阅国内外文献，在中国技术监督局情报研究所标准馆进行计算机检索，在美

国、英国、西德、日本及 ISO 标准中，只有日本工业标准《建筑用基材处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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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JIS A 6916-2000 中有相关内容。由于风俗习惯上的差异，在欧美等国家人们

普遍认同粗糙、带有质感的外墙饰面，因此，较少有专门用于建筑外墙用于找平

的腻子产品。 

在国内，只有福建省有建筑外墙腻子地方标准 DBJ l41-2002，其中大部分性能

参照 JG/T3049 -1998《室内用建筑腻子》标准执行。 

基于上述情况，在制订本标准时，主要参考日本标准 JIS A 6916-2000 中 C-2

基材处理涂材的某些技术性能。 

墙体开裂因素很多，有结构、温度变化引发的热胀冷缩及基材失水干缩等等原因

引起的裂缝，开裂本身是很复杂的问题，有些不是涂料或腻子所能解决的。 

3 分类和技术要求 

按动态抗开裂性指标将建筑外墙用腻子分为两种类型： 

P 型：普通型建筑外墙腻子，用于普通建筑涂饰工程。 

R 型：柔性建筑外墙腻子，用于抗开裂要求较高的建筑外墙涂饰工程。 

技术指标见表 1。 

表 1 技术指标 

项目 P 型 R 型 

容器中状态 无结块、均匀 

施工性 刮涂无障碍 

表于时间(h) ≤5 

初期干燥抗裂性(6h) 无裂纹 

打磨性 手工可打磨 

吸水量(g/lOmin) ≤2 

耐水性(96h) 无异常 

耐碱性(48h) 无异常 

粘结强 标准状态 ≥0.6 

度(mPa) 冻融循环(5 次) ≥0.4 

动态抗开 基层裂缝 ≥0.1 ≥0.3 

裂性(mm) 腻子层 无裂纹 

低温贮存稳定性* -5℃冷冻 4h 无变化,刮 

涂无困难 

4 标准内容的说明 

4.1 适用范围 

目前市场上的建筑外墙腻子主要有三大类产品：粉状腻子(以水泥、可再分散胶

粉、高分子水溶性干胶粉等为粘结剂)、双组分腻子(以聚合物乳液、水泥为粘结

剂)、膏状腻子(以聚合物乳液为粘结剂)，主要作用是用于外墙基层找平处理。 

本标准范围只适用于这类基层找平处理腻子。具有装饰质感的厚质涂料及中间

层、弹性腻子不在本标准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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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腻子涂层的厚度 

根据一般外墙饰面涂饰工程的实际情况，通常批刮 2-3 道腻子，总厚度约为

2mm-3mm(湿膜)。为接近实际情况，参照日本标准，将腻子涂层湿膜厚度定为 2mm。 

4.3 容器中状态 

不同形态的腻子产品贮存期限不同，但无论是膏状、粉状还是胶液都要求在贮存

期内均匀、无结块，该项指标用于判定腻子的表观性能。 

4.4 施工性 

施工性对于保证墙体平整、减轻工人操作负担、保证涂料饰面的工程质量是十分

重要的。外墙腻子目前主要采用批刮的施工方法，劳动强度大，因而将刮涂无障

碍列为质量控制指标。 

4.5 干燥时间(表干) 

列该项目主要是便于考察打磨及刮涂第二道腻子的时间间隔，通常在腻子表干后

即可进行打磨。 

4.6 初期干燥抗开裂性 

由于外墙腻子较厚，属厚质涂层(2mm)，干燥时间较长，又在室外施工，环境较

室内复杂，干燥过程中易出现龟裂现象，因此制定此技术指标。在初期干燥抗裂

仪中进行测试．6h 后未出现龟裂为合格。 

4.7 打磨性 

腻子的主要作用是找平基材，但在实际操作中特别是外墙大面积批刮时，不可能

非常平整，因此需要打磨。一般情况下，打磨不要求象内墙腻子那样细腻、平整

度高，不需要量化判定。本标准规定用 O号(120 目)砂纸进行手工打磨即可，方

法简单易行。 

如手工可打磨出粉末即认为合格。 

4.8 吸水量 

由于外墙腻子较厚(2mm)，是否易吸水对其性能有影响，参照日本标准制定此技

术指标。在此试验过程中试块密度的差异及不同粘结剂封边时不能保证所批腻子

的面积是完全相同的，使试验结果离散性大、重复性不好。为此根据试验积累数

据，将试块质量定量为 220g±10g。涂覆粘结剂后试块各边长不得小于 64mm。 

日本标准的吸水量一项中乳液型定为＜2g，C-2 型定为＜1g。考虑本标准腻子类

型中包括乳液型、水泥基型及其它材料等三种类型，因此将其定为＜2g。 

4.9 耐水性 

外墙腻子用于室外应具有耐水性，且应与外墙涂料的耐水性相一致，外墙涂料的

耐水性为 96h，因此，将外墙腻子的该指标定为 96h。浸水后观察板面有无起泡、

开裂、掉粉等现象。 

4.10 耐碱性 

由于待批腻子的外墙基层主要是一般抹灰基层或混凝土基层，碱性大，要求腻子

有抗碱性。内墙腻子耐碱性指标为 24h，考虑外墙腻子耐碱性要求要高于内墙，

因此该指标定为 48h 无异常。 

4.11 粘结强度 

室外环境较室内复杂、多变，要求外墙腻子自身并与基材有较高的粘结强度，特

别是经过冷热气候的变化后是否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的粘结强度而不产生开裂、脱

落等现象。为了较直观的模拟并考察此项性能，在本标准中增加了冻融循环后的

粘结强度。 

考虑到外墙涂料的涂层耐温变性(耐冻融循环性)已由 10 次循环改为 5次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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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本标准中定为 5次冻融循环后的粘结强度，由于冻融循环的试验条件有间断

浸水(-20℃3h-50℃3h--->水中浸泡 18h)，相当于间断浸水 90h(约为 3.75 天)，

因此不再另设浸水后的粘结强度。 

需要注意的是浸水的位置与内墙腻子浸水粘结强度不同，应高过腻子层面。 

另外，通过试验发现，经冻融循环后直接测试腻子的粘结强度，腻子层可能未完

全干透，造成测试结果偏低。 

为此，增加了冻融循环试验后，在 50℃±2℃恒温箱中干燥 24h，然后再于标准

条件(温度 23℃± 2℃，湿度 50％±5％)下放置 24h 后再进行测试。 

根据所搜集样品的试验结果并综合考虑腻子的动态抗开裂性，本标准将粘结强度

的指标定为标态≥0.6MPa，冻融≥0.4MPa。 

测试数据的处理： 

鉴于粘结强度测试结果影响因素较多，有时离散性较大，简单的选择三个数据进

行算术平均显然缺乏足够的科学性，甚至可能由于某些问题数据参与平均，造成

结果的误判。为此，我们需要确定一个合理的数据处理方法和偏差范围来保证数

据的可靠性. 

以现有粘结强度试验数据为基础，根据常用的试验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去大去

小法对其进行测试值偏差分析，最终选定如下方案： 

对于同一试验条件，每一相同样品应同时制备至少 6个试样进行测试，其结果根

据常用的试验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去大去小法，去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

取剩余 4个数据的算数平均值。 

各测试数据与平均值的最大相对偏差应不大于 20％。 

4.12 动态抗开裂性 

当前我国外墙涂饰工程的弊病仍然很多，除了由于腻子或涂料本身质量不过关造

成的褪色、起泡、脱落之外，饰面上的裂纹一直是外墙涂饰工程中的老大难问题。 

本标准中规定此项性能指标就是为了对外墙裂纹纵横交错的情况从腻子产品人

手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根据该思路，我们设计了一种动态抗开裂性测试仪，在有关生产部门的协助下，

对仪器进行了不断的调整和完善，同时制定了相应的试验方法，通过对样品进行

的一系列测试，选择出最终的量化指标。 

为满足对抗开裂性的不同要求，在本标准中，按该项指标将腻子产品分为两类，

即普通型(P 型)及柔性(R 型)外墙腻子。对 P型的要求为基层裂缝≥ 0.1mm 时，

腻子层无裂纹。对 R型的要求为基层裂缝≥0.3mm 时，腻子层无裂纹。 

(1)试板要求： 

采用 200mm*l50mm 的石棉水泥板，使用专用型框批刮制样，湿膜厚度控制 2mm，

批刮后试板如图 1。 

(1) 测试要求： 

由于观察的是微细裂纹，要求测试操作仔细、认真。 

目前国内尚无成型的动态抗开裂性测试仪器，我们在标准制汀过程中还配套开发

研制了能够满足标准要求的简便易行的小型测试仪器(图 2)，现已由专业试验仪

器生产厂家开始批量生产并部分投放市场。 

4.13 低温贮存稳定性 

对于膏状腻子和双组分腻子中的胶液组分，仍然沿用内墙腻子的标准进行测定。 

5 结语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编制组对外墙腻子的标态 及冻融循环后的粘结强度、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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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及动态开裂性做 

了重点验证，积累了大量实验数据。此外还收集了部分生产厂家外墙腻子产品的

检测数据，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纳整理，制订出建筑外墙腻子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编制组在广泛征求生产厂家、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管理单位及各级质检中心等

单位意见之后，最终修改并完成了建筑外墙腻子标准的送审稿。 

我们相信该标准的出台必将对提高外墙腻子产品质量、规范外墙腻子市场、促进

行业有序竞争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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