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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改性废腻子及其制备方法和自

流平砂浆。改性废腻子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取废腻子，浸没于有机溶剂中，取出后再浸泡

于水I中，取出，制备第一中间体；将第一中间体

于300℃‑400℃下灼烧，再于900±50℃下煅烧，

冷却，制备第二中间体；混合第二中间体和水II，

通入二氧化碳，再加入表面处理剂，搅拌，制备第

三中间体；对第三中间体进行脱水、干燥和研磨

处理。制备的改性废腻子亲水性好、分散性好，用

于自流平砂浆中，可填充骨料及颗粒间空隙，同

时有利于水化晶体生长，利于水泥与细骨料的界

面粘结，水泥石更致密，提高砂浆的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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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改性废腻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取废腻子，浸没于有机溶剂中，取出后再浸泡于水I中，取出，制备第一中间体；

将所述第一中间体于300℃-400℃下灼烧，再于900±50℃下煅烧，冷却，制备第二中间

体；

混合所述第二中间体和水II，通入二氧化碳，再加入表面处理剂，搅拌，制备第三中间

体；

对所述第三中间体进行脱水、干燥和研磨处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改性废腻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灼烧的时间为

10min-20min，所述煅烧的时间为1.5h-2h。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改性废腻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二氧化碳的通入质

量占所述第二中间体和水II混合质量的75%-79%。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改性废腻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表面处理剂为硬脂

酸。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改性废腻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的时间为

3min-5min，所述搅拌的速率为500r/min-800r/min。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改性废腻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废腻子的粒径大于

16目。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改性废腻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有机溶剂

选自无水甲醇、乙醇、二氯甲烷、三氯乙烷、丙酮、异丙醇和双丙酮醇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

浸没的时间为3h-5h。

8.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改性废腻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I的温

度为65℃-75℃，浸泡的时间为1h-3h。

9.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改性废腻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研磨至粒

径为200目-220目。

10.一种改性废腻子，其特征在于，由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备而成。

11.一种自流平砂浆，其特征在于，其制备原料包括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的制备方

法制备改性废腻子或权利要求10所述的改性废腻子、凝胶材料、骨料和外加剂。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自流平砂浆，其特征在于，所述凝胶材料选自硅酸盐水泥、

硫铝酸盐水泥、高铝水泥、硬石膏和可再分散乳胶粉中的一种或几种。

13.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自流平砂浆，其特征在于，所述骨料为粒径为70目-140目的

石英砂和粒径为20目-70目的石英砂。

14.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自流平砂浆，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加剂选自高效减水剂、早

强剂、消泡剂、缓凝剂、保水和有机纤维中的一种或几种。

15.根据权利要求11-14任一项所述的自流平砂浆，其特征在于，所述凝胶材料为硅酸

盐水泥、硫铝酸盐水泥、硬石膏和可再分散乳胶粉；所述骨料为所述骨料为粒径为70目-140

目的石英砂和粒径为20目-70目的石英砂；所述外加剂为高效减水剂、早强剂、消泡剂、缓凝

剂、保水剂和有机纤维；

所述改性废腻子的重量份数为15-25份；硅酸盐水泥的重量份数为20-27份；硫铝酸盐

水泥的重量份数为8-12份；硬石膏的重量份数为1-2份；可再分散乳胶粉的重量份数为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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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份；粒径为70目-140目的石英砂的重量份数为20-30份；粒径为20目-70目的石英砂的重

量份数为10份-20份；高效减水剂的重量份数为0.1-0.3份；早强剂的重量份数为0.05-0.15

份；消泡剂的重量份数为0.2-0.4份；缓凝剂的重量份数为0.08-0.15份；保水剂的重量份数

为0.09-0.12份；有机纤维的重量份数为0.1-0.1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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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性废腻子及其制备方法和自流平砂浆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材料技术领域，特别涉及改性废腻子及其制备方法和自流平砂

浆。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正处于全面的城市化阶段，城市建设与扩张将在我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我

国人口较多，但城市人口相对集中，人均建筑面积较小，住房需求长期刚性，使得建筑业得

到了迅猛的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全国每年新竣工的建筑面积约20亿平方

米，而且还在逐年递增，如此巨大的建筑工程必将产生的巨大的建筑废弃物。

[0003] 建筑墙体通常需要腻子找平后再做饰面层，经打磨后掉落的废腻子粉、墙体翻新

铲掉的原有腻子、以及因受潮而硬化的废腻子数量庞大。通常将这些废腻子连同建筑垃圾

一起填埋或者集中堆放，一方面占用大面积土地，增加土的碱性，影响土体性质，进而影响

水质和污染空气；另一方面，废腻子未经处理无序堆放，影响城市形象。因此如何高效处理

和再利用废腻子已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0004] 根据查阅相关文献，目前废腻子再生利用研究主要集中在化工和建材领域，如专

利CN109608088A公开了一种用废腻子制备混凝土碱激发剂，专利CN107934932A公开了一种

用废弃腻子粉制备羟基磷灰石，专利CN107325616A公开了一种废旧内墙腻子的再生方法。

总的来说，关于废腻子回收再利用的报道并不多，基于此，有必要开发新的废腻子改性方

法，拓宽废腻子的应用。

发明内容

[0005] 基于此，本发明提供一种改性废腻子的制备方法，制备的改性废腻子亲水性好、分

散性好，用于自流平砂浆中，可填充骨料及颗粒间空隙，同时有利于水化晶体生长，利于水

泥与细骨料的界面粘结，水泥石更致密，提高砂浆的力学性能。

[0006] 所述改性废腻子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取废腻子，浸没于有机溶剂中，取出后再浸泡于水I中，取出，制备第一中间体；

将所述第一中间体于300℃-400℃下灼烧，再于900±50℃下煅烧，冷却，制备第二中间

体；

混合所述第二中间体和水II，通入二氧化碳，再加入表面处理剂，搅拌，制备第三中间

体；

对所述第三中间体进行脱水、干燥和研磨处理。

[0007] 在其中一实施例中，所述灼烧的时间为10min-20min，所述煅烧的时间为1.5h-2h。

去除有机物，同时，高温下，废腻子中的碳酸钙分解，生成氧化钙。

[0008] 在其中一实施例中，所述二氧化碳的通入质量占所述第二中间体和水II混合质量

的75%-79%。制备高纯度碳酸钙。

[0009] 在其中一实施例中，所述表面处理剂为硬脂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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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搅拌的时间为3min-5min，所述搅拌的速率为500r/

min-800r/min。高速搅拌使表面处理剂充分包覆在碳酸钙悬浮颗粒的表面，提高颗粒的表

面活性。

[0011] 在其中一实施例中，所述废腻子的粒径大于16目。筛除石子、粗砂、建筑垃圾等大

颗粒杂质，有利于改善后续自流平砂浆的工作性。

[0012] 在其中一实施例中，所述有机溶剂选自无水甲醇、乙醇、二氯甲烷、三氯乙烷、丙

酮、异丙醇和双丙酮醇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浸没的时间为3h-5h。溶解废腻子中部分有机

物。

[0013] 在其中一实施例中，所述水I的温度为65℃-75℃，浸泡的时间为1h-3h。溶解废腻

子中部分有机物。

[0014] 在其中一实施例中，所述研磨至粒径为200目-220目。该粒径与水泥粒径相近。

[0015]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改性废腻子，由上述制备方法制备而成。

[0016]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自流平砂浆，其制备原料包括上述制备方法制备的改性废腻子

或上述改性废腻子、凝胶材料、骨料和外加剂。

[0017] 在其中一实施例中，所述凝胶材料选自硅酸盐水泥、硫铝酸盐水泥、高铝水泥、硬

石膏和可再分散乳胶粉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8] 在其中一实施例中，所述骨料为粒径为70目-140目的石英砂和粒径为20目-70目

的石英砂。

[0019] 在其中一实施例中，所述外加剂选自高效减水剂、早强剂、消泡剂、缓凝剂、保水和

有机纤维中的一种或几种。

[0020] 在其中一实施例中，所述凝胶材料为硅酸盐水泥、硫铝酸盐水泥、硬石膏和可再分

散乳胶粉；所述骨料为所述骨料为粒径为70目-140目的石英砂和粒径为20目-70目的石英

砂；所述外加剂为高效减水剂、早强剂、消泡剂、缓凝剂、保水剂和有机纤维；

所述改性废腻子的重量份数为15-25份；硅酸盐水泥的重量份数为20-27份；硫铝酸盐

水泥的重量份数为8-12份；硬石膏的重量份数为1-2份；可再分散乳胶粉的重量份数为0.3-

0.8份；粒径为70目-140目的石英砂的重量份数为20-30份；粒径为20目-70目的石英砂的重

量份数为10份-20份；高效减水剂的重量份数为0.1-0.3份；早强剂的重量份数为0.05-0.15

份；消泡剂的重量份数为0.2-0.4份；缓凝剂的重量份数为0.08-0.15份；保水剂的重量份数

为0.09-0.12份；有机纤维的重量份数为0.1-0.15份。

[0021] 与现有方案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本发明将废腻子分别在有机溶剂中浸没，在水中浸泡以及在高温下灼烧、煅烧，深层去

除废腻子中已反应的有机物，如聚合物树脂胶膜、纤维素膜等，防止后续砂浆新料之间的反

应受影响，提高砂浆的粘结性和耐久性。同时，通过高温灼烧、煅烧、通气及活化改性对废腻

子提纯，合成高纯度碳酸钙，使得颗粒的亲水性好、分散性好、可填充骨料及颗粒间空隙，同

时有利于水化产物晶体生长，利于水泥与细骨料的界面粘结，水泥石更致密，使得砂浆的力

学性能相对于未加入改性废腻子提高15-20%。

[0022] 将上述改性废腻子掺入到自流平砂浆中，发挥以下作用：1）取代部分水泥参与水

化反应，增强砂浆强度。2）充当骨料，填充石英砂的堆积空隙，以及颗粒间的空隙，提高砂浆

致密性，减小尺寸变化率。3）废腻子的掺入加速了水泥的水化，生成碳铝酸盐，改善了砂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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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孔结构。4）上述改性废腻子对C3S（硅酸三钙）有明显的微晶核作用，使其周围的Ca(OH)2

优先成核，并在其表面生长，Ca(OH)2晶粒细化，利于界面粘结，使得水泥石更加致密，增强

其韧性和强度。5）降低砂浆生产成本，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效益和应用前景。

[0023] 本发明所述的自流平砂浆性能指标完全符合JC/T  985-2017《地面用水泥基自流

平砂浆》的标准中C20F4垫层的技术要求。干法施工，施工厚度5-15mm。解决了废腻子的处理

难题，通过对废腻子的回收再利用，变废为宝，既避免了资源浪费，污染环境，又降低了自流

平砂浆的生产成本。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本发明可以以许多不同的形

式来实现，并不限于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相反地，提供这些实施方式的目的是使对本发

明公开内容理解更加透彻全面。

[0025]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发明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

体的实施例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发明。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和/或”包括一个或多个相

关的所列项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

[0026] 腻子是由合成树脂乳液、聚合物粉末、无机胶凝材料为主要粘结剂、配以填料（如

双飞粉、滑石粉等）、助剂等制成的。

[0027] 自流平砂浆是由凝胶材料（水泥、石膏等）、骨料、外加剂（如减水剂、消泡剂、缓凝

剂、早强剂等）制备的一种自找平的地坪材料。

[0028] 回收的废弃腻子粉主要成分是CaCO3、MgCO3、含水硅酸镁。

[0029] 一种改性废腻子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取废腻子，浸没于有机溶剂中，取出后再浸泡于水I中，取出，制备第一中间体；

将所述第一中间体于300℃-400℃下灼烧，再于900±50℃下煅烧，冷却，制备第二中间

体；

混合所述第二中间体和水II，通入二氧化碳，再加入表面处理剂，搅拌，制备第三中间

体；

对所述第三中间体进行脱水、干燥和研磨处理。

[0030] 优选地，所述废腻子的粒径大于16目。粒径大于16目的废腻子可通过过筛获得，将

回收的废腻子过16目方孔筛，筛除石子、粗砂、建筑垃圾等大颗粒杂质，有利于改善后续自

流平砂浆的工作性。可以理解地，所述建筑垃圾指砖块、水泥砂浆、树皮等杂物。

[0031] 本发明对废腻子进行改性的机理如下：

将上述废腻子浸没于有机溶剂中，溶解废腻子中部分有机物。优选地，所述有机溶剂选

自无水甲醇、乙醇、二氯甲烷、三氯乙烷、丙酮、异丙醇和双丙酮醇中的一种或几种。优选地，

所述浸没的时间为3h-5h。可以理解地，浸没过程中，可对该体系进行搅拌，在一个实施例

中，每1h搅拌一次。可通过除去上层溶液后过滤分离的方法将废腻子从有机溶剂中取出。

[0032] 取出后，向废腻子中加水I，边加边搅拌，使其在水I中分散均匀，溶解废腻子中部

分有机物。优选地，将水I升温至65℃-75℃，使废腻子在该温度下浸泡。优选地，浸泡的时间

为1h-3h。可以理解地，在浸泡过程中，可对该体系进行搅拌，在一个实施例中，每1h搅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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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可通过过滤分离的方法将废腻子从水I中取出，制得第一中间体。

[0033] 将第一中间体先于300℃-400℃下灼烧，再于900±50℃下煅烧，进一步去除上述

步骤中未完全除去有机物，同时，高温下，废腻子中的碳酸钙分解，生成氧化钙，制备第二中

间体。

[0034] 优选地，所述灼烧的时间为10min-20min。

[0035] 优选地，所述煅烧的时间为1.5h-2h。

[0036] 向第二中间体中加入水II，通入二氧化碳，得到悬浮液，此时，悬浮液的主要成分

为高纯度的碳酸钙，然后加入表面处理剂，搅拌，使表面处理剂包覆在碳酸钙悬浮颗粒的表

面，制备第三中间体。

[0037] 优选地，二氧化碳的通入质量占所述第二中间体和水II混合质量的75%-79%。

[0038] 优选地，所述表面处理剂为硬脂酸。

[0039] 优选地，所述表面处理剂的加入质量占悬浮液质量的0.8%-1.2%。

[0040] 优选地，所述搅拌的时间为3min-5min，所述搅拌的速率为500r/min-800r/min。通

过高速搅拌，使表面处理剂充分包覆在碳酸钙悬浮颗粒的表面，提高颗粒的表面活性。

[0041] 将所述第三中间体置于离心机脱水0.5h-1.5h，然后置于100℃-110℃干燥1h-3h。

再将其研磨至200目-220目，得到改性废腻子。该粒径与水泥粒径相近。

[0042] 废腻子与普通的腻子不同，普通腻子粉是一种未水化的活性料，废腻子则是水化

完全的非活性料。本发明对废腻子进行改性处理，改性废腻子可掺在砂浆中作为一种骨料

使用。砂浆中，水泥水化产物晶核往往借助骨料表面、界面等区域形成，将改性废腻子加入

到砂浆中后，原本高能量的晶核与液体的界面被低能量的晶核与成核集体（本文中即改性

废腻子）界面所取代，降低了成核位垒，从而加速水泥水化，增强砂浆的韧性和强度。

[0043] 一方面，通过分别在有机溶剂中浸没，在水中浸泡以及在高温下灼烧、煅烧，可深

层去除废腻子中已反应的有机物，如聚合物树脂胶膜、纤维素膜等，防止后续砂浆新料之间

的反应受影响，提高砂浆的粘结性和耐久性。另一方面，通过高温灼烧、煅烧、通气及活化改

性对废腻子提纯，合成高纯度碳酸钙，使得颗粒的亲水性好、分散性好、可填充骨料及颗粒

间空隙，同时有利于水化产物晶体生长，利于水泥与细骨料的界面粘结，水泥石更致密，使

得砂浆的力学性能相对于未加入改性废腻子提高15-20%。

[0044] 一种改性废腻子，由上述制备方法制备而成。

[0045] 将上述改性废腻子掺入到自流平砂浆中，发挥以下作用：1）取代部分水泥参与水

化反应，增强砂浆强度。2）充当骨料，填充石英砂的堆积空隙，以及颗粒间的空隙，提高砂浆

致密性，减小尺寸变化率。3）废腻子的掺入加速了水泥的水化，生成碳铝酸盐，改善了砂浆

的微孔结构。4）上述改性废腻子对C3S（硅酸三钙）有明显的微晶核作用，使其周围的Ca(OH)2

优先成核，并在其表面生长，Ca(OH)2晶粒细化，利于界面粘结，使得水泥石更加致密，增强

其韧性和强度。5）降低砂浆生产成本，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效益和应用前景。

[0046] 本发明首次提出将废腻子回收利用，制备自流平砂浆。

[0047] 一种自流平砂浆，其制备原料包括上述制备方法制备的改性废腻子或上述改性废

腻子、凝胶材料、骨料和外加剂。

[0048] 优选的，所述凝胶材料选自硅酸盐水泥、硫铝酸盐水泥、高铝水泥、硬石膏和可再

分散乳胶粉中的一种或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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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优选的，所述骨料为粒径为70目-140目的石英砂和粒径为20目-70目的石英砂。

[0050] 优选的，所述外加剂选自高效减水剂、早强剂、消泡剂、缓凝剂、保水和有机纤维中

的一种或几种。

[0051] 优选的，所述凝胶材料为硅酸盐水泥、硫铝酸盐水泥、硬石膏和可再分散乳胶粉；

所述骨料为所述骨料为粒径为70目-140目的石英砂（粗砂）和粒径为20目-70目的石英砂

（细砂）；所述外加剂为高效减水剂、早强剂、消泡剂、缓凝剂、保水剂和有机纤维；

所述改性废腻子的重量份数为15-25份；硅酸盐水泥的重量份数为20-27份；硫铝酸盐

水泥的重量份数为8-12份；硬石膏的重量份数为1-2份；可再分散乳胶粉的重量份数为0.3-

0.8份；粒径为70目-140目的石英砂的重量份数为20-30份；粒径为20目-70目的石英砂的重

量份数为10份-20份；高效减水剂的重量份数为0.1-0.3份；早强剂的重量份数为0.05-0.15

份；消泡剂的重量份数为0.2-0.4份；缓凝剂的重量份数为0.08-0.15份；保水剂的重量份数

为0.09-0.12份；有机纤维的重量份数为0.1-0.15份。

[0052] 优选地，所述硅酸盐水泥为PO42.5水泥。

[0053] 优选地，所述早强剂为碳酸锂。

[0054] 优选地，所述缓凝剂为L+酒石酸。

[0055] 优选地，所述保水剂为纤维素醚。

[0056] 优选地，所述有机纤维为聚丙烯纤维和聚酯纤维中的一种或几种。

[0057] 上述自流平砂浆性能指标完全符合JC/T  985-2017《地面用水泥基自流平砂浆》的

标准中C20F4垫层的技术要求。此外，所述自流平砂浆是一种干粉预混料，干法施工，操作简

便，施工厚度5-15mm，只需按规定的水料比搅拌均匀后即可使用，相比现场工人将各原料混

合，容易称量错误，上述自流平砂浆性能易于控制，具有明显的优势。同时，解决了废腻子的

处理难题，通过对废腻子的回收再利用，变废为宝，既避免了资源浪费，污染环境，又降低了

自流平砂浆的生产成本。所述自流平砂浆主要应用在房屋建筑地面的修补、自找平工程领

域，是一种高性能建筑材料。

[0058]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和对比例进行进一步说明，以下具体实施例中所涉及的原

料，若无特殊说明，均可来源于市售，所使用的仪器，若无特殊说明，均可来源于市售。

[0059] 实施例1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改性废腻子及其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1）回收废腻子，过16目方孔筛，筛除石子、粗砂、建筑垃圾等大颗粒杂质，取粒径大于16

目的废腻子完全浸没于75%乙醇（质量分数为75%的乙醇水溶液）中4h（每1h搅拌一次），过滤

除去上层液体，向固体中加入室温水（即水I），边加入边搅拌，使其分散均匀后，升温至65

℃，浸泡2h（每1h搅拌一次），过滤分离液体，所得固体为第一中间体。

[0060] 2）将第一中间体于350℃下灼烧15min，再升温至900℃下煅烧2h，冷却至室温，得

第二中间体。

[0061] 3）向第二中间体中加水（即水II），搅拌，通入质量占所述第二中间体和水II混合

质量的79%的CO2，得固体颗粒为碳酸钙的悬浮液，向悬浮液中加入占悬浮液质量0.8%的硬

脂酸（分析纯，购自广州力强化学试剂有限公司），500r/min下搅拌5min，使硬脂酸充分包裹

到碳酸钙，得第三中间体。

[0062] 4）将第三中间体置于离心机中脱水1h后置于105℃干燥2h，研磨至200目-220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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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改性废腻子。

[0063] 实施例2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改性废腻子及其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1）回收废腻子，过16目方孔筛，筛除石子、粗砂、建筑垃圾等大颗粒杂质，取粒径大于16

目的废腻子完全浸没于二氯甲烷中4h（每1h搅拌一次），过滤除去上层液体，向固体中加入

室温水（即水I），边加入边搅拌，使其分散均匀后，升温至70℃，浸泡2h（每1h搅拌一次），过

滤分离液体，所得固体为第一中间体。

[0064] 2）将第一中间体于300℃下灼烧15min，再升温至900℃下煅烧1.5h，冷却至室温，

得第二中间体。

[0065] 3）向第二中间体中加水（即水II），搅拌，通入质量占所述第二中间体和水II混合

质量的78%的CO2，得固体颗粒为碳酸钙的悬浮液，向悬浮液中加入占悬浮液质量1%的硬脂

酸（分析纯，购自广州力强化学试剂有限公司），800r/min下搅拌3min，使硬脂酸充分包裹到

碳酸钙，得第三中间体。

[0066] 4）将第三中间体置于离心机中脱水1h后置于105℃干燥2h，研磨至200目-220目，

得改性废腻子。

[0067] 实施例3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改性废腻子及其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1）回收废腻子，过16目方孔筛，筛除石子、粗砂、建筑垃圾等大颗粒杂质，取粒径大于16

目的废腻子完全浸没于丙酮中4h（每1h搅拌一次），过滤除去上层液体，向固体中加入室温

水（即水I），边加入边搅拌，使其分散均匀后，升温至75℃，浸泡2h（每1h搅拌一次），过滤分

离液体，所得固体为第一中间体。

[0068] 2）将第一中间体于400℃下灼烧15min，再升温至900℃下煅烧1.5h，冷却至室温，

得第二中间体。

[0069] 3）向第二中间体中加水（即水II），搅拌，通入质量占所述第二中间体和水II混合

质量的75%的CO2，得固体颗粒为碳酸钙的悬浮液，向悬浮液中加入占悬浮液质量1.2%的硬

脂酸（分析纯，购自广州力强化学试剂有限公司），600r/min下搅拌5min，使硬脂酸充分包裹

到碳酸钙，得第三中间体。

[0070] 4）将第三中间体置于离心机中脱水1h后置于105℃干燥2h，研磨至200目-220目，

得改性废腻子。

[0071] 对比例1

本对比例提供一种改性废腻子及其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1）回收废腻子，过16目方孔筛，筛除石子、粗砂、建筑垃圾等大颗粒杂质，取粒径大于16

目的废腻子完全浸没于75%乙醇（质量分数为75%的乙醇水溶液）中4h（每1h搅拌一次），过滤

除去上层液体，向固体中加入室温水（即水I），边加入边搅拌，使其分散均匀后，升温至65

℃，浸泡2h（每1h搅拌一次），过滤分离液体，所得固体为第一中间体。

[0072] 2）将第一中间体于350℃下灼烧2h，冷却至室温，得第二中间体。

[0073] 3）向第二中间体中加水，再加入质量占所述第二中间体和水II混合质量0.8%的硬

脂酸（分析纯，购自广州力强化学试剂有限公司），500r/min下搅拌5min，得第三中间体。

[0074] 4）将第三中间体置于离心机中脱水1h后置于105℃干燥2h，研磨至200目-220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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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改性废腻子。

[0075] 实施例4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自流平砂浆及其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按重量份计，称取PO42.5水泥20份；硫铝酸盐水泥11份；硬石膏1.2份；石英砂（粗砂70-

140目）20份；石英砂（细砂20-70目）10份；实施例1制备的改性废腻子20份；聚丙烯纤维0.15

份；纤维素醚0.09份；可再分散乳胶粉0.4份；L+酒石酸0.10份；碳酸锂0.05份；P803（消泡

剂）0.2份，聚羧酸减水剂0.15份。

[0076] 将上述各原料混合均匀，制备自流平砂浆干粉，使用时，向上述自流平砂浆干粉中

加入水，水料比为0.21。

[0077] 实施例5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自流平砂浆及其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按重量份计，称取PO42.5水泥20份；硫铝酸盐水泥11份；硬石膏1.2份；石英砂（粗砂70-

140目）20份；石英砂（细砂20-70目）10份；实施例2制备的改性废腻子20份；聚丙烯纤维0.15

份；纤维素醚0.09份；可再分散乳胶粉0.4份；L+酒石酸0.10份；碳酸锂0.05份；P803（消泡

剂）0.2份，聚羧酸减水剂0.15份。

[0078] 将上述各原料混合均匀，制备自流平砂浆干粉，使用时，向上述自流平砂浆干粉中

加入水，水料比为0.21。

[0079] 实施例6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自流平砂浆及其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按重量份计，称取PO42.5水泥20份；硫铝酸盐水泥11份；硬石膏1.2份；石英砂（粗砂70-

140目）20份；石英砂（细砂20-70目）10份；实施例3制备的改性废腻子20份；聚丙烯纤维0.15

份；纤维素醚0.09份；可再分散乳胶粉0.4份；L+酒石酸0.10份；碳酸锂0.05份；P803（消泡

剂）0.2份，聚羧酸减水剂0.15份。

[0080] 将上述各原料混合均匀，制备自流平砂浆干粉，使用时，向上述自流平砂浆干粉中

加入水，水料比为0.21。

[0081] 实施例7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自流平砂浆及其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按重量份计，称取PO42.5水泥24份；硫铝酸盐水泥10份；硬石膏1.2份；石英砂（粗砂70-

140目）25份；石英砂（细砂20-70目）15份；实施例1制备的改性废腻子25份；聚酯纤维0.15

份；纤维素醚0.11份；可再分散乳胶粉0.5份；L+酒石酸0.08份；碳酸锂0.05份；P803（消泡

剂）0.2份，聚羧酸减水剂0.2份。

[0082] 将上述各原料混合均匀，制备自流平砂浆干粉，使用时，向上述自流平砂浆干粉中

加入水，水料比为0.215。

[0083] 实施例8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自流平砂浆及其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按重量份计，称取PO42.5水泥26份；硫铝酸盐水泥11份；硬石膏1.6份；石英砂（粗砂70-

140目）24份；石英砂（细砂20-70目）15份；实施例1制备的改性废腻子21份；聚酯纤维0.13

份；纤维素醚0.12份；可再分散乳胶粉0.3份；L+酒石酸0.13份；碳酸锂0.09份；P803（消泡

剂）0.3份，聚羧酸减水剂0.2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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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 将上述各原料混合均匀，制备自流平砂浆干粉，使用时，向上述自流平砂浆干粉中

加入水，水料比为0.22。

[0085] 实施例9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自流平砂浆及其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按重量份计，称取PO42.5水泥25份；硫铝酸盐水泥11份；硬石膏1.7份；石英砂（粗砂70-

140目）28份；石英砂（细砂20-70目）19份；实施例1制备的改性废腻子24份；聚丙烯纤维0.15

份；纤维素醚0.12份；可再分散乳胶粉0.7份；L+酒石酸0.13份；碳酸锂0.15份；P803（消泡

剂）0.4份，聚羧酸减水剂0.3份。

[0086] 将上述各原料混合均匀，制备自流平砂浆干粉，使用时，向上述自流平砂浆干粉中

加入水，水料比为0.21。

[0087] 对比例2

本对比例提供一种自流平砂浆及其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按重量份计，称取PO42.5水泥20份；硫铝酸盐水泥11份；硬石膏1.2份；石英砂（粗砂70-

140目）20份；石英砂（细砂20-70目）10份；对比例1制备的改性废腻子20份；聚丙烯纤维0.15

份；纤维素醚0.09份；可再分散乳胶粉0.4份；L+酒石酸0.10份；碳酸锂0.05份；P803（消泡

剂）0.2份，聚羧酸减水剂0.15份。

[0088] 将上述各原料混合均匀，制备自流平砂浆干粉，使用时，向上述自流平砂浆干粉中

加入水，水料比为0.21。

[0089] 对比例3

本对比例提供一种自流平砂浆及其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按重量份计，称取PO42.5水泥20份；硫铝酸盐水泥11份；硬石膏1.2份；石英砂（粗砂70-

140目）20份；石英砂（细砂20-70目）10份；重钙20份；聚丙烯纤维0.15份；纤维素醚0.09份；

可再分散乳胶粉0.4份；L+酒石酸0.10份；碳酸锂0.05份；P803（消泡剂）0.2份，聚羧酸减水

剂0.15份。

[0090] 将上述各原料混合均匀，制备自流平砂浆干粉，使用时，向上述自流平砂浆干粉中

加入水，水料比为0.21。

[0091] 取上述实施例和对比例的砂浆，按照JC/T  985-2017《地面用水泥基自流平砂浆》

进行性能测试。结果如下表1。

[0092]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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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实施例4-9所制备的砂浆均可达到自流平效果，性能指标完全符合JC/T  985-

2017 《地面用水泥基自流平砂浆》的标准中C20F4垫层的技术要求，相对于对比例3，实施例

4的施工性和力学性能均有提高，甚至，力学性能可提高15%-20%。此外，结合对比例2，当未

对废腻子提纯处理，加入到自流平砂浆中，自流平砂浆的施工性和力学性反而不如对比例

3。

[0093] 以上所述实施例的各技术特征可以进行任意的组合，为使描述简洁，未对上述实

施例中的各个技术特征所有可能的组合都进行描述，然而，只要这些技术特征的组合不存

在矛盾，都应当认为是本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0094]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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