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组成及特点

2 主要用途

聚合物改性水泥基材料四

HPM-J 混凝土结构界面剂是一种双组分、高性能聚合物改性水泥基材料，主要由水泥、聚合物乳液、矿物掺合料、

水泥超塑化剂、骨料等组成，使用时 A 剂（粉料）、B 剂（乳液）两组分按一定比例混合。HPM-J 综合运用了当

前水泥基复合材料先进改性技术，特别是综合运用了混凝土中界面

强化处理的多种手段，可使新老混凝土界面的过渡区明显强化，增

强新、老混凝土的界面粘结。其主要特点为：

◇高界面强化作用，使混凝土中界面过渡区强化甚至消失，增

强界面化学粘结；

◇高流动性与渗透性，增强界面机械粘结力；

◇高保水性，避免产生局部高水灰比界面；

◇硬化过程收缩小，避免界面开裂；

◇硬化后弹性模量、热膨胀系数、干湿变形与新老混凝土一致；

◇本体强度及粘结强度高；

◇为高性能聚合物 - 水泥复合材料，耐久性能优异，长期强度高；

◇施工方便简单，只需在施工现场将 A 剂（粉料）、B 剂（乳液）两组分按一定比例调配成适当稠度的浆料即可使用。

结构改造加固中的新老混凝土界

面粘结处理；（钢筋）混凝土及砌体

表面防护；聚合物砂浆防腐；碳纤维

及粘钢加固中表面防护界面处理；外

包钢加固；防水抗裂砂浆、饰面砖粘

贴、混凝土缺陷修补、（混凝土麻面）

薄层修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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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性能

4 使用方法

HPM-J粘结性能(JC/T 907)

新老混凝土界面处理工艺流程及施工方法

序号 检 测 项 目 
技 术 要 求

试验结果
基  材                               I 型

1
剪切粘结强

度,MPa

7d 陶瓷无釉砖 ≥1.0 3.3

14d 陶瓷无釉砖 ≥1.5 4.7

2
拉伸粘结

强度,MPa

未处理
7d 水泥砂浆块 ≥0.4 1.9

14d 水泥砂浆块 ≥0.6 2.1

浸水处理 水泥砂浆块 ≥0.5 1.6

热处理 水泥砂浆块 ≥0.5 2.2

冻融循环处理 水泥砂浆块 ≥0.5 1.3

碱处理 水泥砂浆块 ≥0.5 1.2

HPM-J新老混凝土界面粘结强度

 粘结抗拉强度,MPa 2.8

 粘结抗弯强度,MPa 2.8

  粘结抗剪（压剪）强度,MPa 4.9

 粘结抗剪（斜剪）强度,MPa 13.0

 注：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40, 界面处理粗糙度为1.2mm。 

HPM-J

调配HPM-J浆料

5 包装、运输、储存、安全

6 特别说明及注意事项

聚合物改性水泥基材料四

HPM-J 是一种多用途高性能聚合物改性水泥基材料，其配比范围为 A：B=100：20-30，采用不同配合比例，

可得到不同性状浆料（从腻子到流体），以适应不同用途和不同施工方法。以下仅以新老混凝土界面处理为例，说

明其使用方法。

1、为保证良好的界面粘结，老混凝土表面应进行凿毛处理，凿除表层（不少

于 5mm），直至露出粗骨料。

2、 用钢丝刷清除表面疏松颗粒，并用无油压缩空气吹净粉尘，用清水冲冼干净。

3、 施工前充分湿润老混凝土表面，但在喷涂界面剂时必须保证混凝土表面处于

饱和面干（表面无积水及水膜）状态。

4、 根据施工具体情况，调配适当稠度的 HPM-J 浆料。HPM-J 在施工现场直

接两组分拌和均匀即可。HPM-J 配比可根据流动性要求来进行调整，推荐配比详

见产品包装。

5、 老混凝土表面喷涂（可用喷枪）或涂刷一层调配好的 HPM-J 浆料，厚度

应尽可能均匀，以 1-2mm 为宜。

6、 应在老混凝土表面 HPM-J 浆料初凝前浇筑新混凝土，一般情况下不得超

过 60 分钟。

7、 新混凝土浇筑后应注意加强养护。

A 剂（粉料）采用自封口纸质阀口袋包装；B 剂（乳液）采用袋装或桶装，包

装重量详见产品外包装。

本品应贮存在干燥、清洁的库房内，注意防潮、防冻。不得露天堆放，更不得

雨淋或损坏包装。自生产之日起，包装完好时有效贮存期为 3 个月。超期或结块需

经试验后方可使用。

本品不属于易燃、易爆、有毒危险品，能以一般交通工具运输，运输途中不得

损坏包装、受潮或雨淋。

1、 HPM-J 为聚合物改性水泥基复合材料，具有优异的粘结及耐久性能，可广泛适用于硅酸盐类水泥混凝土，

其水化产物与硅酸盐类水泥混凝土完全适应。但不得用于铝酸盐或硫铝酸盐水泥混凝土界面处理。

2、 老混凝土表面含水状态将显著影响 HPM-J 的界面粘结力，理想的老混凝土表面含水状态为饱和面干；施

工时老混凝土表面应处于湿润状态，但不得有水膜，更不得存在积水。

3、 HPM-J 配料时应称量并注意控制固液比例； B 剂（乳液）使用前应充分搅匀，在搅拌时可分次加入，在第

一次 (B 剂总量的约 80%) 搅拌均匀后再加入剩余 B 剂，以防粉料结团。

4、 为保证新老混凝土良好的粘结，新浇筑的混凝土不得存在明显的泌水或离析；建议浇筑掺 GMA 的新混凝土，

以减少混凝土的泌水、离析及收缩。

5、 新混凝土浇筑应在 HPM-J 初凝前进行。

6、 若不能确保在 HPM-J 初凝前浇筑新混凝土，建议采用将老混凝土表面凿毛并浇 GMA 混凝土的方法，也

可获得较好效果。要求更高的界面粘结，可在新老混凝土界面用 JN-Z 植抗剪钢筋。

7、 HPM-J 或新浇混凝土施工后，注意及时浇水或覆盖养护，特别注意施工后数小时至 3 天的养护。

8、 其它未尽事宜可参考有关技术规范或从固特邦获得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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