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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干粉砂浆的稠化粉及

其制备方法，涉及干粉砂浆的技术领域，具体包

括如下组分：纤维素20～30kg/t、可再分散乳胶

粉30～45kg/t、膨润土380～430kg/t、木质素磺

酸钠80～100kg/t以及木质素磺酸钙60～80kg/

t；所述稠化粉还包括羟甲基淀粉50～70kg/t、聚

乙烯醇5～10kg/t以及聚丙烯酰胺10～15kg/t。

本发明制备的稠化粉加入到干粉砂浆中，不仅能

够保证砂浆的稠度，还能够提高砂浆与墙体之间

的粘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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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干粉砂浆的稠化粉，其特征在于：具体包括如下组分：纤维素20～30kg/t、

可再分散乳胶粉30～45kg/t、膨润土380～430kg/t、木质素磺酸钠80～100kg/t以及木质素

磺酸钙60～80kg/t。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干粉砂浆的稠化粉，其特征在于：所述稠化粉还包括羟甲

基淀粉50～70kg/t，所述羟甲基淀粉的制备方法为：1）称取100g淀粉加入到容器中，然后加

入30ml无水乙醇，搅拌均匀；2）然后加入20g氢氧化钠和22g焦磷酸钠，搅拌均匀后，静置2h；

3）再加入氯乙酸钠12g，搅拌均匀后，将容器密封静置30h；4）将容器中静置后的混合物加入

到球磨机中，加入球磨介质后，在60℃下，以400r/min的转速球磨90min，球磨结束后，分离

混合物和球磨介质，然后用质量分数为50%的乙醇洗涤混合物至混合物中无氯离子，50℃下

将混合物烘干、粉碎、过150目筛，备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干粉砂浆的稠化粉，其特征在于：所述稠化粉还包括5～

10kg/t聚乙烯醇。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干粉砂浆的稠化粉，其特征在于：所述稠化粉还包括10～

15kg/t聚丙烯酰胺。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干粉砂浆的稠化粉，其特征在于：所述稠化粉具体包括如

下组分：纤维素25kg/t、可再分散乳胶粉37.5kg/t、膨润土400kg/t、木质素磺酸钠90kg/t、

木质素磺酸钙72kg/t、羟甲基淀粉63kg/t、聚乙烯醇10kg/t以及聚丙烯酰胺12.5kg/t。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干粉砂浆的稠化粉，其特征在于：所述稠化粉具体包括如

下组分：纤维素28kg/t、可再分散乳胶粉45kg/t、膨润土415kg/t、木质素磺酸钠85kg/t、木

质素磺酸钙65kg/t、羟甲基淀粉58kg/t、聚乙烯醇8kg/t以及聚丙烯酰胺15kg/t。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干粉砂浆的稠化粉，其特征在于：所述纤维素为木质纤维

素。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干粉砂浆的稠化粉，其特征在于：所述膨润土为钠基膨润

土。

9.一种用于干粉砂浆的稠化粉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配方中粉料物质经过干燥处理后，按照配方量称取各物质，将纤维素、膨润土、

木质素磺酸钠、木质素磺酸钙、羟甲基淀粉以及聚丙烯酰胺混合搅拌均匀；

步骤2、将可再分散乳胶粉和聚乙烯醇均匀混合后，再加入到步骤1中的混合物中，再次

搅拌均匀后，即得稠化粉。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0606693 A

2



一种用于干粉砂浆的稠化粉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干粉砂浆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用于干粉砂浆的稠化粉及其制

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干粉砂浆是将水泥、砂、矿物掺合料和功能性添加剂按一定比例，在专业生产厂于

干燥状态下均匀拌制，混合而成的一种颗粒状或粉末状态的混合物，然后以干粉包装或散

装的形式运至工地，按规定加水拌合后即可直接使用的干粉砂浆材料。稠化粉是一种非石

灰、非引气型的新型保水增稠填料，稠化粉易计量，无放射性和无腐蚀性，针对不同的原材

料可以适当调整配比以达到最佳效果。用于干粉砂浆的稠化粉具有耐水、抗渗、收缩小、粘

接力高的特性，加入了稠化粉的干粉砂浆，其性能指标均优于传统砂浆，稠化粉能够从材料

性质上解决了干粉砂浆操作性差和混合砂浆强度低、收缩大和不耐水的问题。

[0003] 授权公告号为CN103043940B的中国专利公开一种用于制备干混抹灰砂浆的稠化

粉，该稠化粉由有机材料组成，成分包括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为11～13％、木质纤维22～

24％、木钙57～61％、淀粉醚6～7％，此种稠化粉作为干混抹灰砂浆的一种添加剂，可以明

显改善干混抹灰砂浆的和易性、保水性及力学性能。

[0004] 上述中的现有技术方案存在以下缺陷：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具有增稠的效果，能

够改善干混抹灰砂浆的稠度，但是该稠化粉对干粉抹灰砂浆的粘结性影响不大，导致砂浆

与墙体之间的粘结力差。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一是提供一种用于干粉砂浆的稠化粉,该稠化粉加入到干粉砂浆

中，能够提高砂浆与墙体之间的粘结力；本发明的目的二是提供一种用于干粉砂浆的稠化

粉的制备方法。

[0006]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一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用于干粉砂浆的

稠化粉,具体包括如下组分：纤维素20～30kg/t、可再分散乳胶粉30～45kg/t、膨润土380～

430kg/t、木质素磺酸钠80～100kg/t以及木质素磺酸钙60～80kg/t。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纤维素是由葡萄糖通过糖苷键连接形成的疏水大分子，

纤维素疏水主链与周围水分子通过氢键缔合，提高了纤维素本身的体积，减少了砂浆中其

他颗粒组分的自由活动的空间，从而提高体系的粘度；另外纤维素分子通过分子链的缠绕

实现粘度的提高。

[0008] 可再分散乳胶粉与水接触后可以很快再分散成乳液，在砂浆凝结硬化过程中乳液

可再一次脱水，在砂浆颗粒表面能够形成聚合物膜结构，可填充细骨料和凝结材料界面上

的缺陷，使应力集中降低，在外力作用下不会被破坏，对无机和有机材料均具有较好的的粘

结性。可再分散乳胶粉的加入使得砂浆的粘结强度增大，粘结力的提高可以使粘结层的厚

度下降。干粉抹灰砂浆加水搅拌时，可再分散乳胶粉自行分散，并不会同水泥黏聚，可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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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乳胶粉颗粒之间存在着润滑效应，使砂浆组分能够单独流动。另一方面可再分散乳胶粉

加入后，有一定的引气作用，气泡在拌合过程中起着微珠的作用，因此可以改善砂浆的施工

和易性。

[0009] 膨润土是一种层状无机硅酸盐，吸水后膨胀形成絮状物质，具有良好的悬浮性和

分散性，与适量的水结合成胶状体，在水中能释放出带电微粒，增大体系粘度，提高砂浆与

墙体之间的粘结作用。

[0010] 木质素磺酸钠和木质素磺酸钙是一种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具有很强的分散能力，

能够将固体均匀分散在水介质中，木质素磺酸钠和木质素磺酸钙含有多种活性基团，因而

能够产生缩合作用或与其它化合物发生氢键作用。木质素磺酸钠和木质素磺酸钙加入到砂

浆中，能够降低水的表面张力和界面张力，从而起到减水的作用。

[0011]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稠化粉还包括羟甲基淀粉50～70kg/t，所述羟甲基

淀粉的制备方法为：1)称取100g淀粉加入到容器中，然后加入30ml无水乙醇，搅拌均匀；2)

然后加入20g氢氧化钠和22g焦磷酸钠，搅拌均匀后，静置2h；3)再加入氯乙酸钠12g，搅拌均

匀后，将容器密封静置30h；4)将容器中静置后的混合物加入到球磨机中，加入球磨介质后，

在60℃下，以400r/min的转速球磨90min，球磨结束后，分离混合物和球磨介质，然后用质量

分数为50％的乙醇洗涤混合物至混合物中无氯离子，50℃下将混合物烘干、粉碎、过150目

筛，备用。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羟甲基淀粉是一种冷水可溶性的阴离子淀粉醚，主要靠

水合作用和分子之间的缠绕来增稠。一方面，羟甲基淀粉的加入砂浆中，能够吸收砂浆中大

量的水分，使其自身的体积大幅度膨胀，减少了砂浆中其它组分的自由活动空间，从而起到

增稠的效果；另一方面，羟甲基淀粉分子链相互缠绕，形成立体网络状结构，砂浆中其它组

分被包围在网络结构中，不能自由流动，从而达到增稠的目的。羟甲基淀粉的加入，提高了

砂浆的粘结强度，使得砂浆与墙体之间的粘结力增强。

[0013] 该制备方法采用机械活化法将淀粉、醚化剂氯乙酸钠、交联剂焦磷酸钠置于球磨

机中制备羟甲基淀粉，制备工艺简单、过程可控。

[0014]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稠化粉还包括5～10kg/t聚乙烯醇。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聚乙烯醇是一种水溶性高分子聚合物，具有良好的粘结

性和分散性，将聚乙烯醇作为可再分散乳胶粉的保护胶体，能够提高可再分散乳胶粉的分

散性能，从而使得可再分散乳胶粉的粘结性能够较好的发挥。

[0016]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稠化粉还包括10～15kg/t聚丙烯酰胺。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聚丙烯酰胺是一种线型高分子聚合物，具有良好的粘合

性和增稠性，可以降低各分子之间的摩擦阻力；由于分子结构单元中含有大量的酰胺基，容

易形成氢键，使得聚丙烯酰胺具有良好的水溶性和很高的化学活性，加入到砂浆中，使用过

程易分散均匀。

[0018]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稠化粉具体包括如下组分：纤维素25kg/t、可再分散

乳胶粉37.5kg/t、膨润土400kg/t、木质素磺酸钠90kg/t、木质素磺酸钙72kg/t、羟甲基淀粉

63kg/t、聚乙烯醇10kg/t以及聚丙烯酰胺12.5kg/t。

[0019]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稠化粉具体包括如下组分：纤维素28kg/t、可再分散

乳胶粉45kg/t、膨润土415kg/t、木质素磺酸钠85kg/t、木质素磺酸钙65kg/t、羟甲基淀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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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kg/t、聚乙烯醇8kg/t以及聚丙烯酰胺15kg/t。

[0020]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纤维素为木质纤维素。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木质纤维素因尺寸稳定，对防止砂浆层开裂具有良好的

效果，木质纤维素还能够提高砂浆施工过程的和易性、增加强度、增强砂浆对墙体表面的附

着力等。

[0022]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膨润土为钠基膨润土。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膨润土根据其层间阳离子是钠离子还是钙离子，将膨润

土分为钠基膨润土和钙基膨润土，膨润土本身具有粘性，但钠基膨润土中含有纯碱，起到增

大粘性的作用。另一方面钠基膨润土加入到稠化粉中，然后再加入到砂浆中，因钠基膨润土

的膨胀性能好，所以使得稠化粉在砂浆中均匀分散，保证砂浆各处性能均一。

[0024]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二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配方中粉料物质经过干燥处理后，按照配方量称取各物质，将纤维素、膨润土、

木质素磺酸钠、木质素磺酸钙、羟甲基淀粉以及聚丙烯酰胺混合搅拌均匀；

步骤2、将可再分散乳胶粉和聚乙烯醇均匀混合后，再加入到步骤1中的混合物中，再次

搅拌均匀后，即得稠化粉。

[002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聚乙烯醇作为可再分散乳胶粉的保护胶体，将聚乙烯醇

与可再分散乳胶粉混合均匀后，再与其它物质混合，能够避免可再分散乳胶粉发生凝结，保

证可再分散乳胶粉的粘结性能。另外该制备方法，操作简单，适用大批量稠化粉的生产。

[0026]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为：

1.可再分散乳胶粉与水接触后可以很快再分散成乳液，在砂浆凝结硬化过程中乳液可

再一次脱水，在砂浆颗粒表面能够形成聚合物膜结构，可填充细骨料和凝结材料界面上的

缺陷，使应力集中降低，在外力作用下不会被破坏，对无机和有机材料均具有较好的的粘结

性。可再分散乳胶粉的加入使得砂浆的粘结强度增大，粘结力的提高可以使粘结层的厚度

下降。干粉抹灰砂浆加水搅拌时，可再分散乳胶粉自行分散，并不会同水泥黏聚，可再分散

乳胶粉颗粒之间存在着润滑效应，使砂浆组分能够单独流动。另一方面可再分散乳胶粉加

入后，有一定的引气作用，气泡在拌合过程中起着微珠的作用，因此可以改善砂浆的施工和

易性；

2.膨润土是一种层状无机硅酸盐，吸水后膨胀形成絮状物质，具有良好的悬浮性和分

散性，与适量的水结合成胶状体，在水中能释放出带电微粒，增大体系粘度，提高砂浆与墙

体之间的粘结作用；

3.羟甲基淀粉是一种冷水可溶性的阴离子淀粉醚，主要靠水合作用和分子之间的缠绕

来增稠。一方面，羟甲基淀粉的加入砂浆中，能够吸收砂浆中大量的水分，使其自身的体积

大幅度膨胀，减少了砂浆中其它组分的自由活动空间，从而起到增稠的效果；另一方面，羟

甲基淀粉分子链相互缠绕，形成立体网络状结构，砂浆中其它组分被包围在网络结构中，不

能自由流动，从而达到增稠的目的；羟甲基淀粉的加入，提高了砂浆的粘结强度，使得砂浆

与墙体之间的粘结力增强。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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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所有实施例中各组分的质量均以1吨干粉砂浆为例。

[0029] 实施例1

表1一种用于干粉砂浆的稠化粉的各组分及其质量

组分 质量(kg) 组分 质量(kg)

木质纤维素 20 木质素磺酸钠 80

可再分散乳胶粉 30 木质素磺酸钙 60

钠基膨润土 400    

该稠化粉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配方中粉料物质经过干燥处理后，按照配方量称取各物质，将纤维素、膨润土、

木质素磺酸钠以及木质素磺酸钙混合搅拌均匀；

步骤2、将可再分散乳胶粉加入到步骤1中的混合物中，再次搅拌均匀后，即得稠化粉。

[0030] 实施例2

表2一种用于干粉砂浆的稠化粉的各组分及其质量

组分 质量(kg) 组分 质量(kg)

木质纤维素 25 木质素磺酸钠 100

可再分散乳胶粉 40 木质素磺酸钙 70

钠基膨润土 380 羟甲基淀粉 50

其中羟甲基淀粉的制备方法为：1)称取100g淀粉加入到容器中，然后加入30ml无水乙

醇，搅拌均匀；2)然后加入20g氢氧化钠和22g焦磷酸钠，搅拌均匀后，静置2h；3)再加入氯乙

酸钠12g，搅拌均匀后，将容器密封静置30h；4)将容器中静置后的混合物加入到球磨机中，

加入球磨介质后，在60℃下，以400r/min的转速球磨90min，球磨结束后，分离混合物和球磨

介质，然后用质量分数为50％的乙醇洗涤混合物至混合物中无氯离子，50℃下将混合物烘

干、粉碎、过150目筛，备用。

[0031] 该稠化粉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配方中粉料物质经过干燥处理后，按照配方量称取各物质，将纤维素、膨润土、

木质素磺酸钠、木质素磺酸钙以及羟甲基淀粉混合搅拌均匀；

步骤2、将可再分散乳胶粉加入到步骤1中的混合物中，再次搅拌均匀后，即得稠化粉。

[0032] 实施例3

表3一种用于干粉砂浆的稠化粉的各组分及其质量

组分 质量(kg) 组分 质量(kg)

木质纤维素 30 木质素磺酸钙 80

可再分散乳胶粉 45 羟甲基淀粉 60

钠基膨润土 430 聚乙烯醇 5

木质素磺酸钠 90    

其中羟甲基淀粉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2。

[0033] 该稠化粉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配方中粉料物质经过干燥处理后，按照配方量称取各物质，将纤维素、膨润土、

木质素磺酸钠、木质素磺酸钙以及羟甲基淀粉混合搅拌均匀；

步骤2、将可再分散乳胶粉和聚乙烯醇均匀混合后，再加入到步骤1中的混合物中，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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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均匀后，即得稠化粉。

[0034] 实施例4

表4一种用于干粉砂浆的稠化粉的各组分及其质量

其中羟甲基淀粉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2。

[0035] 该稠化粉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配方中粉料物质经过干燥处理后，按照配方量称取各物质，将纤维素、膨润土、

木质素磺酸钠、木质素磺酸钙、羟甲基淀粉以及聚丙烯酰胺混合搅拌均匀；

步骤2、将可再分散乳胶粉和聚乙烯醇均匀混合后，再加入到步骤1中的混合物中，再次

搅拌均匀后，即得稠化粉。

[0036] 实施例5

表5一种用于干粉砂浆的稠化粉的各组分及其质量

组分 质量(kg) 组分 质量(kg)

木质纤维素 25 木质素磺酸钙 72

可再分散乳胶粉 37.5 羟甲基淀粉 63

钠基膨润土 400 聚乙烯醇 10

木质素磺酸钠 90 聚丙烯酰胺 12.5

其中羟甲基淀粉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2。

[0037] 该稠化粉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4。

[0038] 实施例6

表6一种用于干粉砂浆的稠化粉的各组分及其质量

组分 质量(kg) 组分 质量(kg)

木质纤维素 28 木质素磺酸钙 65

可再分散乳胶粉 45 羟甲基淀粉 58

钠基膨润土 415 聚乙烯醇 8

木质素磺酸钠 85 聚丙烯酰胺 15

其中羟甲基淀粉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2。

[0039] 该稠化粉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4。

[0040] 对比例1

一种用于干粉砂浆的稠化粉，与实施例5的区别在于，可再分散乳胶粉的质量为25kg，

羟甲基淀粉的质量为48kg，其它同实施例5。

[0041] 对比例2

一种用于干粉砂浆的稠化粉，与实施例5的区别在于，可再分散乳胶粉的质量为50kg，

羟甲基淀粉的质量为75kg，其它同实施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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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水泥砂浆制备：按照水泥：砂：水＝1：3：0.5制备1吨水泥砂浆，然后加入实施例和

对比例制备的稠化粉，然后将各物质加入到搅拌机中，搅拌均匀后，取出待测。

[0043] 稠度：采用砂浆稠度仪测定新搅拌的水泥砂浆的稠度，操作方法参照JGJ70-90《建

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

拉伸粘结强度试验：砂浆与基层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只有砂浆本身具有粘结性，才能与

基层实现有效的粘结。将成型框放在制备好的水泥砂浆试块的成型面上，搅拌好的水泥砂

浆试样倒入成型框中，用捣棒均匀插倒15次，在人工颠实5次，然后用刮刀以45°方向抹平砂

浆表面，轻轻脱模，在温度20～25℃，相对湿度60～80％的环境中养护25天。然后将试样取

出，采用压力试验机对试件进行拉伸粘结强度试验；

保水率：采用德国标准无机凝胶材料砂浆检验方法DIN18557-7进行保水率检测；

施工性能：搅拌后的水泥砂浆用于墙面抹灰，记录抹灰过程是否容易涂抹均匀。

表7性能测试结果

[0044] 根据性能测试结果，实施例1与实施例2～实施例6对比，说明加入羟甲基淀粉不仅

能够提高砂浆的稠度，还能够提高砂浆的粘结性；实施例2和实施例3对比，加入聚乙烯醇，

可再分散乳胶粉的性能更优异。根据施工性能说明，对比例与实施例相比，虽然对比例制备

的稠化粉的粘结性好，但是粘结性太好，容易导致砂浆涂抹不均匀，施工性差。

[0045]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并非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员在

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发明

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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