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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建筑砂浆抹面保护修复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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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砂浆抹面是近现代历史建筑常用的外墙装饰之一，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和时代性，受长期自然风化以及人为因素的影响，现
今多已出现不同程度的劣化病害。通过对张小泉剪刀厂历史建筑外立面砂浆抹面的病害特征与病害机理进行分析，从修复材料
选择及工艺方案设计两方面提出建议，为今后此类历史建筑的修复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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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砂浆抹面作为历史建筑外立面装饰的一种类型，大量应用于

近现代历史建筑特定时期的建筑外墙装饰。其施工工艺具有强
烈的时代特征，蕴含了建造或修缮年代丰富的历史信息。其建筑
材料一般就地取材，具有强烈的地域特点及断代意义。历史建筑
砂浆抹面保护修复前，应对材料、工艺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以更
好的保存其蕴含的历史信息。

1 砂浆抹面的类型
历史建筑砂浆抹面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成本条件，一般可分为

石灰砂浆抹面、水泥砂浆抹面、石灰水泥混合砂浆抹面三种类型。
经现场勘察，张小泉剪刀厂历史保护建筑的 3 号楼和 4 号楼附加
部分建筑立面为水泥砂浆抹面。
1． 1 石灰砂浆抹面

石灰作为传统的建筑粘结材料，使用历史已超过千年。石
灰砂浆抹面是以石灰作为砂浆的粘结材料混合河沙等骨料配
置而成的抹面材料。其特点是原料易得，价格低廉，透气性
好，但强度不高，同等配方比例的石灰砂浆的力学性能不及水
泥砂浆。
1． 2 水泥砂浆抹面

水泥砂浆抹面是以水泥作为砂浆的粘结材料混合河沙等骨
料配置而成的抹面材料。在现代水泥发明后，随着水泥生产规模
的扩大，水泥成本下降，再加之其凝结时间短，强度高，抗风化能
力强，逐步取代传统的石灰砂浆，成为新的墙面抹灰材料，至今仍
广泛使用。
1． 3 水泥石灰复合砂浆抹面

水泥石灰复合砂浆抹面是以一定比例的水泥和石灰共同作
为砂浆的粘结材料再混合河沙等骨料配置而成的抹面材料。混
合砂浆在施工性能上优于单独的水泥砂浆和石灰砂浆，力学性能
上介于石灰砂浆和水泥砂浆之间。目前混合砂浆和水泥砂浆抹
面大量应用于现代建筑立面的装饰。

2 病害类型及机理
目前针对历史建筑砂浆抹面的病害类型与机理的研究较少。

但是砂浆抹面和清水墙类似，均是由无机多孔隙材料为主构成。
通过对张小泉剪刀厂历史保护建筑的立面进行调查并参考建筑
中砖、石等常见材料的病害现象、特征及成因的研究结果［1］，可将
砂浆抹面的病害进行如下分类( 见表 1) 。

表 1 建筑立面病害与机理

序号 类型 机理

1 后期覆盖 立面后期修复或改造工程中使用了其他涂料或粉刷。白色石灰
粉刷覆盖了墙面原来的水泥砂浆抹面改变了立面原有的风貌

2 面层劣化 水泥砂浆抹面为多孔材料，当孔隙结构受自然风化被破坏后，材
料会逐渐解体粉化，直至剥落

3 开裂
砂浆开裂的原因较多。内部墙体开裂导致的抹面层开裂; 抹面
层材料由于温度、湿度变化会发生体积收缩膨胀，当收缩膨胀应
力超过抹面材料的强度时引起抹面层开裂

4 空鼓

空鼓是抹面层与内部墙体粘结失效导致了分离。空鼓的出现和
建造时的施工质量以及后期老化相关。施工材料或施工工艺不
合格易导致空鼓，历史建筑通常经历了几十上百年的时间，随着
时间的老化，抹面层也容易出现空鼓现象

5 抹面缺失
抹面缺失的原因较多。当砂浆面层劣化剥落到一定程度，裸露
出内部墙体;空鼓范围扩大导致抹面层局部整体脱落; 后期人为
改造剥除抹面层

6 植物和微
生物破坏

植物和微生物会分泌有腐蚀作用的物质破坏材料; 植物和苔藓
微生物的生长有蓄水作用，增加墙体含水率，引发其他病害

3 修复材料设计及施工工艺
3． 1 修复材料设计

在设计修复材料前，我们必须明确修复材料的设计区别于一
般的材料设计，在满足材料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应满足相关的修复
原则，即真实性原则、保持风貌完整性原则、合理利用原则、可识
别性与可逆性原则。

相较于一般建筑材料，历史建筑修复材料在修复效果的质感
上有更高的要求。质感的属性包括视觉的质感和触觉的质感。
建筑的质感应至少包括真实性、独特的工艺表现、历史建筑承载
的历史信息三个方面［2］。砂浆抹面作为建筑的围护体材料是人
们接触建筑物时最易观察到的对象，是历史建筑所表现出的沧桑
感的主要来源。而砂浆抹面具有极强的地域、时代特点，是历史
建筑展现其特有的建筑风格及文化信息的重要窗口。这些都对
砂浆抹面修复材料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张小泉剪刀厂历史保护建筑立面修缮项目为例，剪刀厂机
修车间位于拱墅区大关路，建于 20 世纪 50 年代，建筑群由 4 幢一
层苏式厂房组成。其中 3 号楼建筑立面为水泥砂浆抹面。经现
场勘察，其立面抹面层已存在后期涂料或粉刷覆盖、砂浆面层劣
化、砂浆开裂、空鼓、砂浆抹面缺失、植物和苔藓微生物破坏等
病害。

针对以上出现的病害，提出相应的修复材料及其施工工艺。

3． 1． 1 砂浆抹面修复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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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浆修复材料主要用于抹面缺失的修补和立面改造，是历史
建筑砂浆抹面修复的最关键材料。应满足两个要求:一是功能要
求，即满足材料的施工性能以及硬化后的强度、收缩、吸水等物理
化学性能;二是质感要求，即能与原有抹面保持接近的质感。

为了更好的接近原有立面的质感，在设计抹面修复材料前，
应对原有的抹面材料及工艺进行分析，了解原抹面材料的原始配
比及工艺。具体分析可采用调研与定性法［2］和实验室定量分析
法。调研与定性分析法采取采访当地知情人士，了解传统工艺，
包括石灰或水泥以及骨料的来源，添加材料的配比、施工工艺等。
结合实地直观观察以及现场定性实验对材料进行定性分析。实
验室定量分析需要现场取样后在实验室对样品进行物理化学检
测，对材料进行定量分析。

根据分析结果进行复配实验，复配实验的目的一是为了验证
原配方及工艺，检验分析其科学性和合理性; 二是设计验证修复
材料配方的施工性能和其修复效果。

砂浆抹面修复材料的分析，一是确认原砂浆的粉料，即粘结
材料，如石灰、水泥或者石灰水泥混合; 二是确认骨料的粒径分
布、颗粒形态、颜色等。砂浆抹面使用的骨料具有地域性且通常
已资源枯竭无法找寻，需要采用多级、多色复配以接近原有骨料。
复配实验中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粉料和骨料的比例以及骨料的
复配。
3． 1． 2 裂缝、空鼓加固材料

裂缝、空鼓部位除了切割剥除外，通常采用注浆材料进行注
浆加固。注浆材料按粘结材料可分为有机类和无机类。有机类
注浆材料以环氧树脂为代表，原材料在色调、质地、透水性、热膨
胀性能等方面相差较大，很难与加固墙体长期有效结合，并且有
机材料容易老化，不可逆，可能造成更严重的问题［3］。无机类注
浆材料在各物理化学性能上更接近原墙体材料。
3． 1． 3 表面封护材料

在降雨量和蒸发量都较大的地区建议做表面封护防止雨水
进入抹面，但不建议采用不透气的密封材料对抹面进行密封。因
其密封处理会阻隔建筑墙体内的水分通过气体的形式进入外界
环境，水分长期聚集在墙体内会加快墙体材料的劣化。建议采用
透气性良好的有机硅类憎水保护剂，可有效防止外界液态水的进
入，又不影响水汽的蒸发。
3． 2 施工工艺
3． 2． 1 立面清洗

历史建筑立面的清洗是指清除影响历史砖石美学与历史价

值的污染物或人工添加物，完全有别于既有建筑的翻新。历史建
筑的清洗是一种重要的干预类型，错误的清洗对历史建筑表皮的
破坏常常是毁灭性的，必须小心谨慎［3］。

目前清洁工艺多种多样:高压水清洗采用一定压力的水流对
立面进行冲洗以达到清洁效果;高温水蒸汽清洗是利用高温高压
饱和蒸汽进行水清洗的技术，有清洁能力强，用水少的特点;覆膜
清洁采用具有一定附着力的纸浆或凝胶覆膜后养护一定时间后
剥除以达到除去污染物的目的，是一种环保的清洁手段。立面清
洁需要针对不同污染物及污染程度选择合适的清洁手段，在施工
前要做好局部实验。

3． 2． 2 砂浆抹面缺失修复

要想达到满意的修复效果，在做好砂浆抹面的修复材料复配
的前提下，正确的施工工艺也是前提之一。历史建筑立面砂浆抹
面从建造算起，经历了几十上百年的风化，与新建时的质感已完
全不同，如果按照原有工艺进行复制施工，其质感差别太大，很难
令人满意。一般旧砂浆抹面随着年代久远，风雨冲刷，如同水泥
砂浆搓砂，修复施工时难以掌握作旧的技术，故施工前应进行多
种比较试验然后再确定具体方案［4］。

3． 2． 3 砂浆抹面裂缝、空鼓修复

砂浆抹面裂缝、空鼓修复主要采用灌浆加固的办法。施工前
要对需要注浆的部位进行分类标记，设计埋设注浆口，对注浆过
程中可能出现跑浆的部位进行封堵。注浆结束后要及时对注浆
过程中浆液造成的污染进行清洁。

4 结语

目前，对历史建筑砂浆抹面的保护修复研究还较少，本文通
过对历史建筑砂浆抹面病害的现状和机理分析，从材料和工艺两
个方面提出保护修复建议。希望能更好的保护好历史建筑立面
所蕴含的时代和地域文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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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s on the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mortar plaster for historical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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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tar plastering is one of the common exterior wall decorations used in modern historical buildings，which has strong regional and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Due to the long-term natural weathering and human factors，many degrees of deteriorating diseases have emerged．
In this paper，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diseases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the exterior facade of historical buildings in Zhang Xiaoquan
Scissors Factory，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rom two aspects of material selection and processing plan design，which can provide useful expe-
riences for the future restoration of such historical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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