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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及其制备方法，所述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包括SiO2气凝胶、硅酸盐水

泥、脱硫石膏、缓凝剂、减水剂、乳胶粉、稳定剂和

填料，采用下述方法制备所述SiO2气凝胶：用水

将所述硅烷偶联剂配制成硅烷偶联剂溶液；将所

述疏水性SiO2气凝胶加入所述硅烷偶联剂溶液

中，搅拌至所述疏水性SiO2气凝胶完全溶于所述

硅烷偶联剂溶液中；所述石膏基自流平砂浆的制

备方法包括：用硅烷偶联剂表面改性疏水性SiO2
气凝胶；将改性后的SiO2气凝胶与硅酸盐水泥混

合，球磨；加入其他组分，混合均匀。本申请还提

供了利用上述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制备的石膏基

自流平料浆。本申请的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和料浆

具有良好的保温隔热、隔音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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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石膏基自流平砂浆，所述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包括脱硫石膏、SiO2气凝胶和硅酸盐

水泥，相对于100重量份的脱硫石膏，所述SiO2气凝胶的含量为1-8重量份，所述SiO2气凝胶

表面含有亲水性基团，并且由疏水性SiO2气凝胶经硅烷偶联剂改性得到；

所述SiO2气凝胶的制备方法包括：用水将所述硅烷偶联剂配制成硅烷偶联剂溶液；将所

述疏水性SiO2气凝胶加入所述硅烷偶联剂溶液中，搅拌至所述疏水性SiO2气凝胶完全溶于

所述硅烷偶联剂溶液中，得到SiO2气凝胶溶液；将所述SiO2气凝胶溶液与所述硅酸盐水泥混

合，球磨；其中，所述疏水性SiO2气凝胶与所述硅烷偶联剂的重量比为(0.5-1):1；所述SiO2

气凝胶与所述硅酸盐水泥的重量比为(1-8):(5-1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其中，所述脱硫石膏的粒度为80-100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其中，所述脱硫石膏选自α半水石膏和β半

水石膏中的一种或两种。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其中，所述脱硫石膏由α半水石膏和β半水

石膏组成，所述α半水石膏与所述β半水石膏的重量比为(30-50):(50-70)。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其中所述α半水石膏与所述β半水石膏的

重量比为(35-45):(55-6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石膏基自流平砂浆，还包括缓凝剂、减水剂、乳胶粉、稳定剂和

填料，相对于100重量份的脱硫石膏，所述缓凝剂的含量为5-15重量份，所述减水剂的含量

为0.01-1重量份，所述乳胶粉的含量为0-4重量份，所述稳定剂的含量为0.02-0.12重量份，

所述填料的含量为45-60重量份。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其中，相对于100重量份的脱硫石膏，所述

SiO2气凝胶的含量为2-7重量份，所述缓凝剂的含量为5-15重量份，所述减水剂的含量为

0.05-0.8重量份，所述乳胶粉的含量为1-3重量份，所述稳定剂的含量为0.05-0.1重量份，

所述填料的含量为45-55重量份。

8.根据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其中，所述缓凝剂选自硅酸盐水泥、柠

檬酸、有机缓凝剂和有机高效复合缓凝剂中的一种或更多种。

9.根据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其中，所述减水剂选自嘧胺树脂系减

水剂和聚羧酸系减水剂中的一种或更多种。

10.根据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其中，所述乳胶粉为可再分散性乳胶

粉。

11.根据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其中，所述稳定剂为阴离子型聚合物

粘度改善剂。

12.根据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其中，所述填料选自粉煤灰、石英砂、

纳米级SiO2气凝胶、硅灰和河沙中的一种或更多种。

13.一种制备根据权利要求6-12中任一项所述的石膏基自流平砂浆的方法，所述方法

包括：

用水将硅烷偶联剂配制成硅烷偶联剂溶液；将疏水性SiO2气凝胶加入所述硅烷偶联剂

溶液中，搅拌至所述疏水性SiO2气凝胶完全溶于所述硅烷偶联剂溶液中，得到SiO2气凝胶溶

液；将所述SiO2气凝胶溶液与硅酸盐水泥混合，球磨；

将所述缓凝剂、球磨后的SiO2气凝胶和硅酸盐水泥、减水剂、乳胶粉、稳定剂、脱硫石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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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填料混合均匀，即得。

14.一种石膏基自流平料浆，所述石膏基自流平料浆包括根据权利要求1-12中任一项

所述的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和水，其中，所述水和所述石膏基自流平砂浆中的水的总量为所

述石膏基自流平砂浆的标准稠度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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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及其制备方法和石膏基自流平料浆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但不限于新型建筑材料技术领域，具体地涉及但不限于一种一种石膏

基自流平砂浆及其制备方法，和石膏基自流平料浆。

背景技术

[0002] 脱硫石膏是电厂烟气脱硫后产生的工业废渣，目前脱硫石膏的年排放量已达7000

万吨以上，其中约40％的脱硫石膏是作为废弃物贮存。根据我国能源规划预测，2020年(发

电用煤将达到20亿吨)排放的脱硫石膏将达到一亿吨左右。综合利用工业副产石膏不仅可

减少石膏矿山资源的开采，而且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义重大。有关学者分析中国自流平石

膏的市场前景后指出，利用脱硫石膏废渣开发性能优异的自流平地坪砂浆是石膏产业最后

一次即将开席的盛宴。此外，用脱硫石膏制备自流平地坪砂浆为电厂脱硫石膏的高附加值

综合利用提供新的技术途径，实现了电厂脱硫石膏固体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并节约了大量

石膏矿产资源，节能减排效益显著，推广应用前景广阔。

[0003] 建筑室内空气温度作为影响居住环境舒适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一直是人们研究的

重点。SiO2气凝胶是一种三维空间网络结构固体材料，具有低密度、低热导率、高光透过率、

高孔隙率以及高比表面积等特性，同时还兼有防火、防水等优良性能，是一种不可多得的轻

质、环保、多功能材料，在建筑保温隔热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将SiO2气凝胶应用到砂

浆中的研究报道比较少，Kim  S.等人曾将SiO2气凝胶粉末加入到水泥浆中，发现当SiO2气凝

胶粉末的质量占总质量的2％时，其导热系数下降75％。

[0004] 与温度一样，空气湿度也是影响室内环境舒适度的重要参数之一。目前，国内外已

有关于控温调湿材料的报道，如中国专利CN101108902A《高效调湿材料》公开了一种高效调

湿材料，以生物触媒、介孔材料、高吸水性树脂原料；中国专利CN101928438A《一种纳米孔复

合调湿材料的制备方法》公开了一种由有机高分子、天然高分子、无机多孔材料为原料制备

的纳米孔复合调湿材料；中国专利CN102965998A《一种韧性调湿材料的制备方法》公开了一

种由羧甲基纤维素钠、碳酸钾、丙烯酸钠、硅藻土为原料制备的韧性调湿材料。由于这些调

湿材料多以有机高分子为原料，生产成本高，吸放湿可逆性差，限制了调湿材料的大规模推

广，同时，采用单一的调湿组分为原料，忽略了对温度的控制，功能单一，在使用过程中不能

满足使用者对舒适度的要求，增加了建筑的能耗。中国专利申请CN102557507A《一种利用黄

土或海泡石制备调湿材料的方法》公开了一种调湿材料，以黄土和消石灰为调湿材料或以

海泡石和消石灰为调湿材料，制备过程包括原材料配合、成型和水热合成条处理。中国专利

CN102417339A《一种石膏基复合调湿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公开了一种以石膏为胶凝材料，海

泡石和聚丙烯酸-丙烯酰胺为调湿组分的调湿材料。

[0005] 目前还未见利用SiO2气凝胶粉末掺入石膏基材料中制备能够控温和调湿的石膏

基自流平地坪砂浆的研究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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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6] 以下是对本文详细描述的主题的概述。本概述并非是为了限制权利要求的保护范

围。

[0007]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利用脱硫石膏和SiO2气凝胶制备的石膏基自流平砂浆，所述石

膏基自流平砂浆具有优良的保温性能并且能够调节室内湿度，本申请还提供了制备所述石

膏基自流平砂浆的方法和包括所述石膏基自流平砂浆的料浆。

[0008] 具体地，本申请提供了一种石膏基自流平砂浆。

[0009] 本申请所提供的种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包括气凝胶，所述气凝胶表面含有亲水性

基团，并且由疏水性气凝胶表面改性得到。

[0010] 采用由疏水性SiO2气凝胶改性得到的SiO2气凝胶要比直接采用亲水性SiO2气凝胶

制备的石膏基自流平砂浆的导热系数小。

[001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气凝胶可以为SiO2气凝胶。

[0012]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SiO2气凝胶由疏水性SiO2气凝胶经硅烷偶联剂改性得到。

[001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疏水性SiO2气凝胶与所述硅烷偶联剂的重量比为(0.5-

1):1。

[001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以采用下述方法制备所述SiO2气凝胶：用水将所述硅烷偶

联剂配制成硅烷偶联剂溶液；将所述疏水性SiO2气凝胶加入所述硅烷偶联剂溶液中，搅拌

至所述疏水性SiO2气凝胶完全溶于所述硅烷偶联剂溶液中。

[001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石膏基自流平砂浆还可以包括硅酸盐水泥，所述SiO2气

凝胶与所述硅酸盐水泥的重量比为(1-8):(5-15)。

[0016]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SiO2气凝胶的制备方法还可以包括：将硅烷偶联剂改性

后得到的SiO2气凝胶与所述硅酸盐水泥混合，球磨。

[001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石膏基自流平砂浆还可以包括脱硫石膏。

[001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脱硫石膏可以选自α半水石膏和β半水石膏中的一种或两

种。

[0019] 可选地，所述脱硫石膏由α半水石膏和β半水石膏组成，其中，所述α半水石膏与所

述β半水石膏的重量比为(30-50):(50-70)。

[0020] 可选地，所述α半水石膏与所述β半水石膏的重量比为(35-45):(55-65)。

[0021]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将α半水石膏、β半水石膏、硅酸盐水泥、SiO2气凝胶和填料进

行复配，采用激光粒度分布仪对粉料的粒度分布情况进行测试，以此调整粉料的颗粒级配，

通过对粉料进行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初凝和终凝)、力学性能测试(抗压强度和抗折

强度)对粉料颗粒级配进行进一步综合评价和优化配置。本申请的发明人在实践中发现，用

脱硫石膏制备脱硫石膏基自流平地坪材料时，脱硫石膏的粒度大小会影响自流平地坪砂浆

的颗粒级配。脱硫石膏的粒径对脱硫石膏基自流平地坪材料的性能产生一定的影响：脱硫

石膏的粒度太大，会减缓石膏胶凝材料的水化进程和凝结硬化进程，进而影响铺设后的地

面表层硬度和耐磨性；脱硫石膏的粒度太小，石膏胶凝材料在与水接触时不易分散，水化过

程会发生团聚，水化后增加石膏硬化体内部的缺陷，使石膏基地坪砂浆整体强度下降。

[0022] 因此，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脱硫石膏可以为80-100目。所述脱硫石膏的粒度在

上述范围内，能够获得施工性能优良、体积稳定性好、和易性能较好的脱硫石膏基自流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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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材料。

[002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石膏基自流平砂浆还可以包括缓凝剂、减水剂、乳胶粉、

稳定剂和填料。

[002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相对于100重量份的脱硫石膏，所述气凝胶的含量可以为1-8

重量份，所述缓凝剂的含量可以为5-15重量份，所述减水剂的含量可以为0.01-1重量份，所

述乳胶粉的含量可以为0-4重量份，所述稳定剂的含量可以为0.02-0.12重量份，所述填料

的含量可以为45-60重量份。

[0025] 当加入硅酸盐水泥与表面改性后的气凝胶一起粉磨时，由于硅酸盐水泥也可以作

为缓凝剂，因此可以适当减少石膏基自流平砂浆中的缓凝剂的用量，以保证石膏基自流平

砂浆的合适的缓凝时间来确定缓凝剂的用量。具体来说，相对于100重量份的脱硫石膏，缓

凝剂的用量可以为5-15重量份。

[0026] 可选地，相对于100重量份的脱硫石膏，所述气凝胶的含量为2-7重量份，所述缓凝

剂的含量为5-15重量份，所述减水剂的含量为0.05-0.8重量份，所述乳胶粉的含量为1-3重

量份，所述稳定剂的含量为0.05-0.1重量份，所述填料的含量为45-55重量份。

[002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缓凝剂可以选自硅酸盐水泥、柠檬酸和有机高效复合缓

凝剂中的一种或更多种。

[0028] 可选地，所述缓凝剂为有机高效复合缓凝剂，例如德国TRICOSAL公司生产的高效

石膏基缓凝剂Retardan  P或有机缓凝剂，例如巴斯夫公司生产的HyCon  R  7200F。

[002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减水剂可以选自嘧胺树脂系减水剂和聚羧酸系减水剂中

的一种或更多种。

[0030] 可选地，所述减水剂为聚羧酸系减水剂，例如巴斯夫公司生产的Melflux5691F、

5581F减水剂等。

[003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乳胶粉可以为可再分散性乳胶粉，例如瓦克、易来泰公司

的生产的可再分散性乳胶粉。

[0032]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稳定剂可以为阴离子型聚合物粘度改善剂，例如巴斯夫

公司的生产的阴离子型聚合物粘度改善剂Starvis3070F。

[003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填料可以选自粉煤灰、石英砂、纳米级SiO2气凝胶、硅灰

和河沙中的一种或更多种。

[0034] 可选地，所述粉煤灰为粒度为300-450目的Ⅱ级粉煤灰。

[0035] 可选地，所述石英砂的粒度为70-90目。

[0036]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利用脱硫石膏废渣生产的功能性的预拌自流平砂浆，该砂浆具

有流动性好、凝结快速、强度高、收缩率小、耐碱性好、绿色环保无污染、抗低温干燥等优良

特性，为脱硫石膏废渣的资源化利用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0037] 本申请的石膏基自流平砂浆的主体材料是脱硫石膏，与传统的自流平地坪材料的

石膏-水泥混合体系(水泥的用量较大)完全不同。

[0038] 同时，本申请开创性地在石膏基自流平砂浆中加入了气凝胶，大幅度地改善了石

膏基自流平砂浆的保温性能，在有效节约能源的同时又提高了室内人居环境的舒适度。另

外，本申请所采用的气凝胶兼具填料的作用，改善了石膏基自流平砂浆的颗粒级配、减小了

砂浆的体积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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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当所述气凝胶为表面含有亲水性基团并且由疏水性气凝胶表面改性得到的气凝

胶，特别是由疏水性SiO2气凝胶经硅烷偶联剂改性和与硅酸盐水泥一起粉磨改性得到的

SiO2气凝胶时，气凝胶与砂浆的其他组分间的相容性较好。虽然不希望受到理论的束缚，但

是本申请的发明人推测其原因可能是：硅烷偶联剂能促进无机胶凝材料(例如脱硫石膏)与

气凝胶之间的界面融合，粉磨会增大硅烷偶联剂与SiO2气凝胶分子中的疏水集团(Si-R，R

＝CH3或C2H5等基团)、水泥中物质的亲水基团的接触几率，这样硅烷偶联剂对SiO2气凝胶与

无机胶凝材料的界面的改性效果得到改善，因此粉磨可以大幅度提高SiO2气凝胶与砂浆其

他组分间的相容性，使得SiO2气凝胶能够顺利加入砂浆中，提高SiO2气凝胶的利用率。

[0040] 本申请还提供了一种制备如上所述的石膏基自流平砂浆的方法。

[0041] 本申请所提供的制备如上所述的石膏基自流平砂浆的方法，包括将缓凝剂气凝

胶、可选的硅酸盐水泥、减水剂、乳胶粉、稳定剂、脱硫石膏和填料混合均匀，即得。

[0042]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制备如上所述的石膏基自流平砂浆的方法可以包括：

[0043] 用水将硅烷偶联剂配制成硅烷偶联剂溶液；将疏水性SiO2气凝胶加入所述硅烷偶

联剂溶液中，搅拌至所述疏水性SiO2气凝胶完全溶于所述硅烷偶联剂溶液中，得到SiO2气凝

胶溶液；将所述SiO2气凝胶溶液与硅酸盐水泥混合，球磨；

[0044] 将所述缓凝剂、球磨后的SiO2气凝胶和硅酸盐水泥、减水剂、乳胶粉、稳定剂、脱硫

石膏和填料混合均匀，即得。

[0045] 本申请还提供了一种石膏基自流平料浆。

[0046] 本申请所提供的石膏基自流平料浆，包括如上所述的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和水，其

中，所述水和所述石膏基自流平砂浆中的水的总量为所述石膏基自流平砂浆的标准稠度用

水量。

[0047] 与现有的自流平地坪砂浆相比，本申请的石膏基自流平砂浆或由其加水制备的石

膏基自流平料浆具有以下优点：

[0048] (1)干燥收缩或硬化收缩率小石膏在水化过程中从半水硫酸钙变成二水硫酸钙，

体积会发生微膨胀，能够弥补一部分的干燥收缩和硬化收缩；

[0049] (2)保温隔热、隔音性能良好，有利于建筑节能；

[0050] (3)绿色环保无污染；

[0051] (4)对室内空气湿度有微调作用，有良好的呼吸性能：石膏是一种多孔性的含有结

晶水的材料，当空气中的湿度过小时它会释放一些结构水，当空气中的湿度过大时，空气中

的水分会进入石膏孔隙中；

[0052] (5)具有调温功能，可以有效减少室内温度的波动范围，提高人居环境的舒适性。

[0053] 此外，本申请的石膏基自流平砂浆或由其加水制备的石膏基自流平料浆还具有如

下额外优势：

[0054] 1.石膏基自流平砂浆中的各种添加剂相容性良好，易调节控制；

[0055] 2.本申请的石膏基自流平砂浆为功能性的自流平地坪砂浆，该砂浆中的SiO2气凝

胶为一种多孔性的保温隔热材料，既改善了砂浆的保温性能又减小了砂浆的体积密度，还

能吸附空气中的甲醛等有害物质。

[0056] 3.本申请可以有效处理脱硫石膏废渣，实现了脱硫石膏的资源化利用，同时又可

以降低砂浆的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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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4.当石膏基自流平砂浆的配方中含有硅酸盐水泥时，硅酸盐水泥在砂浆形成前起

缓凝剂的作用，可以代替部分有机缓凝剂，在由砂浆制备的料浆铺设完成后改善材料的整

体强度和表面硬度。

[0058] 本申请的其它特征和优点将在随后的说明书中阐述，并且，部分地从说明书中变

得显而易见，或者通过实施本申请而了解。本申请的目的和其他优点可通过在说明书、权利

要求书以及附图中所特别指出的结构来实现和获得。

附图说明

[0059] 附图用来提供对本申请技术方案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本

申请的实施例一起用于解释本申请的技术方案，并不构成对本申请技术方案的限制。

[0060] 图1为本申请实施例1的石膏基自流平砂浆的表观形貌图。

[0061] 图2为本申请对比例1的石膏基自流平砂浆的表观形貌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62] 为使本申请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下文中将结合附图对本申请

的实施例进行详细说明。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

的特征可以相互任意组合。

[0063] 以下实施例中所使用的原料和试剂，如无特别说明，均为普通市售产品。

[0064] 实施例1

[0065] 步骤1：(1)用水将2kg硅烷偶联剂(型号KH550，普通市售产品)配制成质量分数为

10％的硅烷偶联剂溶液；(2)将2kg的疏水性SiO2气凝胶(由浙江绍兴纳诺科技有限公司提

供，孔径约为18nm)加入配制的硅烷偶联剂溶液中，将上述溶液置于粒子搅拌器中混合，直

至所述疏水性SiO2气凝胶完全溶于硅烷偶联剂溶液中；(3)将上述所得的SiO2气凝胶溶液和

14kg硅酸盐水泥置于球磨机球磨4min，备用。

[0066] 步骤2：将45kg的70-90目的细河砂和100kg的脱硫石膏(其中，α半水石膏为50kg，β

半水石膏50kg)置于搅拌机混合均匀；

[0067] 步骤3：将步骤2得到的粉体与0 .04kg  HyCon  R  7200F有机缓凝剂、0 .2kg 

Melflux5691F减水剂、2kg可再分散性乳胶粉RE5010N(购买自易来泰公司)、0 .05kg 

Starvis3070F稳定剂充分混合获得预混粉；

[0068] 步骤4：将步骤3所得的预混粉与步骤1制得的改性后的SiO2气凝胶和硅酸盐水泥

混合制得石膏基自流平砂浆；

[0069] 步骤5：将所述石膏基自流平砂浆与适量拌合水(拌合水与配制硅烷偶联剂溶液的

18kg水的总量为石膏基自流平砂浆的标准稠度用水量)混合，制得石膏基自流平料浆。

[0070] 实施例2

[0071] 步骤1：(1)用水将硅烷偶联剂(型号KH550，普通市售产品)配制成质量分数为10％

的硅烷偶联剂溶液；(2)将3kg的疏水性SiO2气凝胶(由上海宥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型号为TSP60SiO2，疏水，粒径大小为60-80目、空隙直径为20-50纳米)加入配制的硅烷偶联

剂溶液中，将上述溶液置于粒子搅拌器中混合，直至所述疏水性SiO2气凝胶完全溶于硅烷

偶联剂溶液中；(3)将上述所得的SiO2气凝胶溶液和10kg硅酸盐水泥置于球磨机球磨4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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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

[0072] 步骤2：将55kg的70-90目的细河砂和100kg的脱硫石膏(其中，α半水石膏为40kg，β

半水石膏60kg)置于搅拌机混合均匀；

[0073] 步骤3：将步骤2得到的粉体与0 .04kg  HyCon  R  7200F有机缓凝剂、0 .1kg 

Melflux5581F减水剂、1kg可再分散性乳胶粉RE5010N(购买自易来泰公司)、0 .05kg 

Starvis3070F稳定剂充分混合获得预混粉；

[0074] 步骤4：将步骤3所得的预混粉与步骤1制得的改性后的SiO2气凝胶和硅酸盐水泥

混合制得石膏基自流平砂浆；

[0075] 步骤5：将所述石膏基自流平砂浆与适量拌合水(拌合水与配制硅烷偶联剂溶液的

18kg水的总量为石膏基自流平砂浆的标准稠度用水量)混合，制得石膏基自流平料浆。

[0076] 实施例3

[0077]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仅在于：

[0078] SiO2气凝胶为3kg；细河砂为50kg；缓凝剂为高效石膏基缓凝剂Retardan  P，掺量

为0.03kg；乳胶粉为3kg，稳定剂为0.07kg。

[0079] 对比例1

[0080]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仅在于：

[0081] 直接采用疏水性SiO2气凝胶，不经硅烷偶联剂改性和粉磨。

[0082] 图1为本申请实施例1的石膏基自流平砂浆的表观形貌图；图2为本申请对比例1的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的表观形貌图。对比图1-2可以看出，实施例1的疏水性SiO2气凝胶经硅

烷偶联剂改性和粉磨后，易溶于水，与砂浆中的其他组分间的相容性很好；而对比例1的疏

水性SiO2气凝胶未经改性，憎水很明显，不溶于水，利用这样的疏水性SiO2气凝胶制备的自

流平砂浆无法进行施工。

[0083] 对比例2

[0084]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仅在于：

[0085] 不添加气凝胶。

[0086] 测试例

[0087] 依据行业标准《石膏基自流平砂浆》(JC/T1023-2007)，测试上述实施例和对比例

制备的石膏基自流平砂浆的性能，测试结果请见表1。

[0088] 表1

[0089] 测试项目 标准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对比例2 水泥基砂浆

流动度，mm 145 150 145 151 149 152

初凝时间，h ≥1 1.2 1.5 2 0.8 3.5

终凝时间，h ≤6 5.5 6 5 5 23

24h抗折强度，MPa ≥2.5 2.9 2.5 3.5 3.1 -

24抗压强度，MPa ≥6 6.5 6.1 7.1 6.7 -

绝干抗折强度，MPa ≥7.5 8 7.7 8.5 8.1 8.7

绝干抗压强度，MPa ≥20 25 21 26 26 28

绝干拉伸粘度，MPa ≥1 1 1 1.2 1.1 0.9

收缩率％ ≤0.05 0.04 0.045 0.039 0.039 0.05

导热系数w/m·K(25℃)   0.05 0.07 0.035 0.11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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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密度kg/m3   1154 1217 1005 1430 1874

[0090] 从表1可以看出，本申请实施例1-3在地坪砂浆材料中掺加适量的改性后的SiO2气

凝胶后对硬化体的力学性能的影响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但是导热系数却大幅度减小，保温

效果明显。同时，砂浆的密度也大幅度减小。

[0091] 另外，本申请实施例1-3提供的石膏基自流平料浆在导热性能、绝干拉伸粘度、收

缩率等性能方面均优于水泥基自流平地坪砂浆；其体积密度也大幅度降低。

[0092] 虽然本申请所揭露的实施方式如上，但所述的内容仅为便于理解本申请而采用的

实施方式，并非用以限定本申请。任何本申请所属领域内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申请所揭

露的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可以在实施的形式及细节上进行任何的修改与变化，但本申请

的专利保护范围，仍须以所附的权利要求书所界定的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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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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