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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稳定,粘结强度高
无开裂、空鼓风险
轻质材料，涂布率高
耐久性好、施工效率高

轻质抹灰石膏

堡密特简介

堡密特中国
堡密特主要提供建筑墙面材料、立面材料和地面材料等产品。公司成功秘诀在于针对

堡密特（Baumit）品牌创立于1988年，由施密特（Schmid）参股股份公司这家家

每个系统的周密考虑。公司产品性能优异，系统配套性能良好，并可根据客户不同需

族企业倾力打造。作为欧洲知名的建筑材料供应商，堡密特干粉砂浆销量在欧洲始终

求设计，以达到更佳效果。堡密特在中国的产品主要包含瓷砖粘结剂和防水、机械抹

排名前列；堡密特外墙外保温及饰面系统产品的销量在中欧及东欧占据较高的市场占

灰砂浆、外保温系统、饰面砂浆产品、自流平和各类技术砂浆。

有率。

堡密特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建筑节能、土建、内外墙装饰领域，一些世界知名建筑也获

堡密特员工人数超过3800名，分布在近30个国家，在全球共有40个工厂。其中，仅

得了堡密特的技术支持。堡密特2005年进入中国以来已与诸多知名房地产开发商、

2017年度，堡密特全球营业额就高达9.5亿欧元，干粉砂浆产量超过750万吨，外保

装饰公司形成了长期战略合伙伙伴关系。堡密特始终提供优质的产品及完善的服务。

温销售面积达到4500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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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统介绍

堡密特
轻质抹灰石膏
色彩选色

灵感选色

潮流选色

优异的抗压、抗折和粘结性能
堡密特生产应用介绍
堡密特是欧洲范围内基础类砂浆产品的主要供应商之一，全球每年接近750万吨干粉砂浆的生产能力。较早开始
了推广石膏基抹灰砂浆产品的品牌制造商。具有长期丰富的石膏基产品的研发、生产及施工经验。堡密特中国的
生产线采用先进的系统，生产过程全自动化控制，并且选用优质原材料，能够最大程度上保障产品的优异性能及
稳定性。
堡密特在德国、奥地利、中国、波斯尼亚、瑞士、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十多个国家
销售抹灰石膏产品，2017年销量超过40万吨，约4千万平米的室内墙体应用面积。堡密特的产品在中欧和东欧
的市场占据约相当的市场份额。至今堡密特中国已经完成了超过100万平米的室内墙面抹灰应用面积，得到了全
国诸多知名建筑商、开发商的青睐和认可。

轻质抹灰石膏系统介绍
堡密特抹灰石膏砂浆是一种新型的墙体抹灰材料。通常采用半水石膏为主要胶凝材料，添加高分子
聚合物以及无机填料等混合而成。可以用于替代传统的水泥砂浆进行抹灰施工，并且具有较好的质
量及施工操作性能。

堡密特抹灰石膏与行业标准性能比较
主要技术指标

GBT 25181-2010
《预拌砂浆》

GBT 28627-2012
《抹灰石膏》

产品类型

干混抹灰砂浆（水泥基）

密度（kg/ m³ )
凝结时间

轻质底层抹灰石膏

≤800Kg/m³
≥60min

≥3h

≥60min

终凝 （h)

≤9h

≤8h

≥88

抗折强度

强度

抗压强度
抗拉粘结强度

收缩率（%)

≥60

≥90

≥1.0

≥2.5

≥5.0

≥2.5

≥0.2

≥0.3

≤0.2%

≥5.0
≥0.3
≤0.1%
≤0.20

导热系数（W/m k)
备注

≤2h
≥45min

可操作时间（min)

（Mpa)

轻质底层粉刷石膏

≤1000Kg/m³

初凝（min)

保水率（%)

堡密特轻质抹灰石膏

现行国家标准

产品内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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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介绍

堡密特
轻质抹灰石膏

调节湿度,改善居住环境

堡密特石膏砂浆凝结硬化快，且水化后体积微膨胀，硬
化后体积稳定，不易产生收缩开裂。石膏砂浆与加气混
凝土的导热系数接近，不易因热胀冷缩变形相差太大而
形成开裂。

凝结硬化快，施工效率高
相对于传统的水泥砂浆抹灰，石膏砂浆凝结硬化和养护
时间均大大减少。提高施工效率，缩短施工间隔有利于
工期控制，能为业主和总包节省相当可观的时间和费
用。

质量轻，涂布率高
通常石膏砂浆的容重是水泥砂浆的2/3～1/2左右，同样
面积和厚度的墙面找平所需的石膏砂浆用量大大减少，
可以有效节省材料用量，并且大幅度降低建筑重量。

可调节湿度，改善环境
石膏砂浆在硬化过程中，内部会形成无数个微小的气
孔，可以有效地调节室内湿度，也称之为会呼吸的墙
面。另外，石膏砂浆有一定的辅助保温效果，可以改善
室内居住环境。

空气湿度数据

在太潮湿的空气中，人们会感觉呼吸

淋浴，烹饪，烘干衣物 - 一个四人家

不舒服，并且在相对湿度为80％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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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的水。此外，施工和翻新等行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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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太干燥的空气不仅会导致粉尘

分通过通风流动到室外，有一部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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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增加，而且会使人的呼吸系统粘

被被墙壁，地板和家具吸收，然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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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例如在寒冷季节感染流感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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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理想的空气相对湿度应该在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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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舒适度由室内空气
温度及相对湿度决定

的相对空气湿度的房屋内会感觉相对
舒适，对大人和小孩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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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湿度%

不收缩，无开裂

室内空气温度及
相对湿度下的舒适度关系

室内环境太湿？ 太干？

水蒸 气 含 量
四人 口 家 庭 /升 每 天

石膏砂浆的性能特点

人

洗浴 洗洁 烹饪 种植

以一个四人口家庭平均产生水蒸气量为例

抹灰石膏的基础性能, 可适当调节室
内的温湿度，相比传统水泥砂浆有较
好的保温性，同时在使用中可以降低
住宅能耗，为居住者创造舒适的自然
居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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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施工

产品施工

堡密特多功能界面剂 Baumit BetonPrimer
产品描述：
混凝土施工脱模后,光滑的表面容易造成后续施工困难和缺陷,如粉刷砂浆剥落,抹灰砂浆开裂、空鼓
等现象。堡密特多功能界面剂，是一款高分子聚合物乳液及多种添加剂复合而成的单组分乳液型界
面产品。用于改善混凝土与石膏基、石灰水泥基、石灰基砂浆粘结性能的界面剂，无需溶剂。施工
滚筒施工。
理论用量
约：0.4kg/m

包装规格：20kg/桶
2

1
使用堡密特多功能界面剂滚涂于基墙表面

2
必要处压入网格布进行加强处理

堡密特轻质抹灰石膏 Baumit Ratio L
产品描述：
堡密特轻质抹灰石膏是一款优质的石膏基砂浆。适用于室内干燥区域的抹灰找平施工。具有轻质、
高强，不空鼓、不开裂，稳定性好等特点。施工操作简单快速，完成面细腻光滑。

3
理论用量

包装规格：25kg/袋

约：7.0-7.5 kg/cm/m

手工批抹上料

4
用石膏砂浆打点,冲筋

2

堡密特轻质抹灰石膏（顶棚用）Baumit Ratio L
5

产品描述：
堡密特顶棚抹灰石膏是一款特殊的石膏基砂浆。特别适用于室内干燥区域的顶棚抹灰施工。具有粘
结强度高，施工性优异，不空鼓、不开裂，稳定性好等特点。用于天花顶棚抹灰时的厚度不宜超过
10mm。

理论用量
约：10 kg/cm/m

用喷涂机进行石膏砂浆喷涂

6
对喷涂好的石膏砂浆刮平

包装规格：25kg/袋
2

7
对局部进行收光和打磨处理

8
完成后的光滑平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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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事项和案例

施工介绍
基层要求

材料搅拌

剪力墙上的对拉螺栓孔应及时封堵。

桶内残留的料浆硬化物有促凝作用，会影响下次搅拌料浆的凝结
时间。搅拌前，必须将桶内的残留料浆硬化物清理干净。

涨模混凝土等突出部位须做剔凿处理。
开关线槽应安装到位，并按照规范要求修补平整。
基层墙体上的灰尘必须清理干净。可以用扫帚清扫干净，也可提
前一天用水冲 洗干净。
由于混凝土表面吸水率很低，同时混凝土表面存在脱模油，应使
用专用界面剂100%完全涂抹覆盖。
加气块基层表面可以不做界面处理，但是如果吸水率较高可提前
辊水润湿。

不同材质基层抗裂处理
不同基层材质交界部位应贴160g/m 耐碱网格布，以防止裂。
2

先在不同基层材质交界部位涂抹堡密特轻质抹灰石膏，然后将预
先裁好的300mm宽耐碱网格布压入堡密特轻质石膏中，压实抹
平。

制作灰饼、冲筋
先采用激光仪定位，激光线与墙体定位边线重合或平行，然后根
据激光垂直面，确定墙面最突出点，根据检查的实际情况并兼顾
抹灰的总平均厚度，决定灰饼的厚度。
在每面墙体距地0.8m和2m左右的高度，离墙两侧阴角或阳角约
10cm～20cm处，用堡密特轻质石膏制作上下各2个、共4个标
准灰饼，厚度为抹灰层厚度，大小3cm左右见方。
标准灰饼做好后，按1.2m～1.5m的间距，加做若干灰饼。灰饼
水平间距不宜大于1.5m。
凡窗口、垛角处必须做灰饼。
冲筋前，拉通线检查灰饼的施工质量，是否在同一个平面内，是
否垂直等。有问题的灰饼必须及时修整到位。
根据同一垂直面内上下两个灰饼的高度，在上下两个灰饼的空档
部位连续涂抹堡密特轻质抹灰石膏，涂抹厚度要高出灰饼面
3mm～5mm左右。冲筋用的堡密特轻质抹灰石膏不能一次搅拌
一整桶，最多搅拌半桶，可以多次搅拌，随拌随用。
用2m铝合金方形刮尺（表面刷干净水湿润）紧贴上下两个灰饼
表面，将涂抹到灰饼空档部位冲筋用的堡密特轻质抹灰石膏压
平，并用批刀将铝合金方形刮尺一侧的多余石膏刮掉，沿水平方
向向另一侧轻推铝合金方形刮尺，使铝合金方形刮尺离开湿的冲
筋表面，并且不能破坏冲筋表面。
上下两端冲筋可以一次完成，也可以等下部冲筋硬化后再进行上
部的冲筋，以降低冲筋难度。
冲筋硬化后、抹灰前必须先检查冲筋完成面的平整度和垂直度，
用靠尺、线锤、拉通线的方法检查。不垂直、不平整或不在一个
平面内的冲筋必须及时修整到位。

将轻质抹灰石膏干粉加入干净的清水中（加水量约为54±1%），
用电动搅拌器连续搅拌至润滑均匀的膏状后即可使用，搅拌好的
料应在45min～60min内使用完毕。
当混凝土墙体抹灰分层施工时，第一遍抹灰用的石膏砂浆浆料应
适当延长搅拌时间，充分搅拌，混合均匀。
一次拌料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用完，已初凝的料浆严禁再次加水
搅拌后使用。

喷涂/手工上墙
大面积使用机械喷涂作业时，根据墙面抹灰厚度的要求，用机器
喷涂本材料至墙面呈“波浪型”作业。
手工上墙时必须分两遍涂抹，一般情况下，两遍涂抹可以连续进
行。
第一遍，垂直方向从上往下涂抹、按压堡密特轻质抹灰石膏。需
要用钢抹子稍用力按压墙上的堡密特轻质抹灰石膏，使堡密特轻
质抹灰石膏牢牢粘贴在基层墙体上。第二遍，水平方向涂抹、按
压堡密特轻质抹灰石膏。两遍涂抹和按压的方向必须垂直进行，
才能确保堡密特轻质抹灰石膏和基层墙体有良好的粘结效果。
堡密特轻质抹灰石膏较厚时，可分层施工。待第一层堡密特轻质
抹灰石膏硬化后方可进行第二遍施工。建议两遍施工的时间间隔
至少2h以上。
石膏砂浆不能一次完成施工时，施工缝必须抹成斜口。
阴角两侧墙体不要同时施工，应待阴角一侧墙体石膏砂浆硬化后
再施工另一侧墙体相邻冲筋间距内的石膏砂浆。
空气流通较强的区域，堡密特轻质抹灰石膏必须分两次施工，待
第一遍硬化后再进行第二遍施工。
高温环境下，加气混凝土砌块吸水速度快，堡密特轻质抹灰石膏
需分层施工。 第一遍6mm厚度，待石膏砂浆浆体硬化后再施工第
二层，两遍间隔至少2h。如施工厚度较薄时，应在基层墙体上涂
刷一层乳液型界面剂，以阻隔基层快速吸水导致石膏砂浆快速失
水引起表面开裂。
由于混凝土表面吸水率很低，同时混凝土表面存在脱模油，应使
用专用界面剂100%完全涂抹覆盖。

门窗洞口及阳角收口
内墙面、柱面的阳角和门洞口的阳角抹灰要求线角清晰，并防止
碰坏。独立阳角第一面侧墙体抹灰时，需在另一侧墙体阳角部位
粘贴一根铝合金靠尺，和准备抹灰墙体的冲筋面平齐，这样该收
口部位是平整的。待独立阳角另一面侧墙体抹灰时，将铝合金靠
尺粘贴在已施工完毕且硬化的一侧墙体抹灰层上，待堡密特轻质
抹灰石膏完全硬化后将铝合金靠尺轻轻拿开，即可完成整个独立
阳角的施工。
堡密特轻质抹灰石膏阳角需要修复，须待其两侧已经上墙的石膏
砂浆干燥硬化后再进行施工。

项目案例
德信碧桂园衢州公馆
万科大樟溪岸
万科金融港
葛洲坝融创紫郡府
杭州泰禾院子
湖州滨湖大道
金地都会艺境

绿城义乌桃花源
南京融创桃花源
宁波公园天下
温州华润万象府
衢州祥生花涧樾
万科中环公园
温州华润项目

芜湖融创玉兰花园
万科主场
宁波雅戈尔项目
宁波阳光家园
郑州保利珑熙院
中海海润宁丰滨江
中海宁波湾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