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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建材技术领域，具体涉及防水涂

料的制备方法，该方法包括：（1）将正硅酸乙酯、

粉煤灰、砖渣粉末与丙二醇混合30‑60min；（2）将

步骤（1）得到的混合液与硅烷偶联剂混合，再加

入水进行第一反应3‑5h，然后进行过滤、洗涤和

干燥；（3）将步骤（2）得到的第一反应物与聚氨酯

混合，进行第二反应3‑5h；（4）将（3）得到的第二

反应物与无机填料进行混合0.5‑3h。该方法环保

性高，无需添加异氰酸酯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能够充分利用废料，且在保证所制得的防水涂料

具有良好的延伸性、弹塑性、抗裂性及耐候性的

基础上，提高了废料的利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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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水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

（1）将正硅酸乙酯、粉煤灰、砖渣粉末与丙二醇混合30‑60min；

（2）将步骤（1）得到的混合液与硅烷偶联剂混合，再加入水进行第一反应3‑5h，然后进

行过滤、洗涤和干燥；步骤（2）中所述水的用量为所述正硅酸乙酯用量的10‑15wt%；

（3）将步骤（2）得到的第一反应物与聚氨酯混合，进行第二反应3‑5h；

（4）将（3）得到的第二反应物与无机填料进行混合0.5‑3h；

其中，各原料用量为：正硅酸乙酯3‑8wt%，粉煤灰15‑25wt%，砖渣粉末1‑5wt%，丙二醇

0.3‑0.6wt%，硅烷偶联剂为1‑4wt%，聚氨酯50‑65wt%，余量为无机填料的用量；

所述无机填料为滑石粉、云母粉和陶土中的至少一种；

所述砖渣粉末满足：以氧化物计，所含的氯、钾、钠和镁的含量之和≥68wt%，所述粉煤

灰、砖渣粉末的粒度均为1‑20μ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水涂料的制备方法，其中，各原料用量为：正硅酸乙酯3‑

5wt%，粉煤灰15‑23wt%，砖渣粉末1‑3wt%，丙二醇0.3‑0.5wt%，硅烷偶联剂为1‑3wt%，聚氨酯

50‑60wt%，余量为无机填料的用量。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防水涂料的制备方法，其中，所述硅烷偶联剂为氨基硅烷

和/或环氧基硅烷。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防水涂料的制备方法，其中，步骤（2）中所述洗涤的洗涤剂

为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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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水涂料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材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防水涂料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防水材料是指防止雨水、地下水、工业和民用的给排水、腐蚀性液体以及空气汇总

的时期、蒸汽等侵入建筑物的材料。防水涂料是防水材料中的一种，防水涂料经固化后形成

的防水薄膜具有一定延伸性、弹塑性、抗裂性及耐候性，能起到防水、防渗和保护作用。

[0003] 建筑工程用防水涂料将涂料涂刷在建筑物表面上，经各组分间的化学反应后形成

一层薄膜，使建筑物表面与水隔绝，从而起到防水、密封的作用，防水涂料经固化后形成的

防水薄膜应具有一定的延伸线、弹塑性、抗裂性、抗渗性和耐候性，能起到防水、防渗和保护

作用。

[0004] 然而，现有的防水涂料虽然施工方便，但是原料中含有异氰酸酯等对人体有害的

物质，所以一方面，不利于人体健康，另一方面，在一些对环保要求较高的领域中无法获得

应用。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防水涂料不环保的缺陷，提供一种防水

涂料的制备方法，该方法环保性高，无需添加异氰酸酯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能够充分利用

废料，且在保证所制得的防水涂料具有良好的延伸性、弹塑性、抗裂性及耐候性的基础上，

提高了废料的利用量。

[0006] 本发明的发明人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将粉煤灰和砖渣粉末用于防水涂料时，既环

保，又保证了防水涂料的性能，而且通过采用以正硅酸乙酯为原料的溶胶凝胶法制备纳米

二氧化硅用于防水涂料，且在纳米二氧化硅的形成过程中引入粉煤灰和砖渣粉末，能够使

得纳米二氧化硅溶胶包覆在粉煤灰和砖渣粉末表面，然后通过硅烷偶联剂将纳米二氧化硅

与聚氨酯形成化学交联，使得制得的防水涂料具有良好的延伸性、弹塑性、抗裂性及耐候

性。该方法一方面，提高了粉煤灰和砖渣粉末的用量，充分利用废料，而且能够将表面包覆

有纳米二氧化硅的粉煤灰和砖渣粉末通过硅烷偶联剂与聚氨酯形成化学键式的稳固结合，

从而保证了制得的防水涂料具有优异的延伸性、弹塑性、抗裂性及耐候性，能起到防水、防

渗和保护作用，涂料粘结性强，不易脱落，绿色环保。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防水涂料的制备方法，该方法包括：

[0008] (1)将正硅酸乙酯、粉煤灰、砖渣粉末与丙二醇混合30‑60min；

[0009] (2)将步骤(1)得到的混合液与硅烷偶联剂混合，再加入水进行第一反应3‑5h，然

后进行过滤、洗涤和干燥；

[0010] (3)将步骤(2)得到的第一反应物与聚氨酯混合，进行第二反应3‑5h；

[0011] (4)将(3)得到的第二反应物与无机填料进行混合0.5‑3h；

[0012] 其中，各原料用量为：正硅酸乙酯3‑8wt％，粉煤灰15‑25wt％，砖渣粉末1‑5wt％，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111826073 B

3



丙二醇0.3‑0.6wt％，硅烷偶联剂为1‑4wt％，聚氨酯50‑65wt％，余量为无机填料的用量。

[0013] 优选情况下，各原料用量为：正硅酸乙酯3‑5wt％，粉煤灰15‑23wt％，砖渣粉末1‑

3wt％，丙二醇0.3‑0.5wt％，硅烷偶联剂为1‑3wt％，聚氨酯50‑60wt％，余量为无机填料的

用量。

[0014] 优选地，所述砖渣粉末满足：以氧化物计，所含的氯、钾、钠和镁的含量之和≥

68wt％。

[0015] 优选地，步骤(2)中所述水的用量为所述正硅酸乙酯用量的10‑15wt％。

[0016] 优选地，所述硅烷偶联剂为氨基硅烷和/或环氧基硅烷。

[0017] 优选地，所述无机填料为滑石粉、云母粉和陶土中的至少一种。

[0018] 优选地，步骤(2)中所述洗涤的洗涤剂为乙醇。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的防水涂料的制备方法通过前述特定的步骤，一方

面，提高了粉煤灰和砖渣粉末的用量，充分利用废料，而且能够将表面包覆有纳米二氧化硅

的粉煤灰和砖渣粉末通过硅烷偶联剂与聚氨酯形成化学键式的稳固结合，从而保证了制得

的防水涂料具有优异的延伸性、弹塑性、抗裂性及耐候性，能起到防水、防渗和保护作用，涂

料粘结性强，不易脱落，绿色环保。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在本文中所披露的范围的端点和任何值都不限于该精确的范围或值，这些范围或

值应当理解为包含接近这些范围或值的值。对于数值范围来说，各个范围的端点值之间、各

个范围的端点值和单独的点值之间，以及单独的点值之间可以彼此组合而得到一个或多个

新的数值范围，这些数值范围应被视为在本文中具体公开。

[0021] 如前所述，本发明提供一种防水涂料的制备方法，该方法包括：

[0022] (1)将正硅酸乙酯、粉煤灰、砖渣粉末与丙二醇混合30‑60min；

[0023] (2)将步骤(1)得到的混合液与硅烷偶联剂混合，再加入水进行第一反应3‑5h，然

后进行过滤、洗涤和干燥；

[0024] (3)将步骤(2)得到的第一反应物与聚氨酯混合，进行第二反应3‑5h；

[0025] (4)将(3)得到的第二反应物与无机填料进行混合0.5‑3h；

[0026] 其中，各原料用量为：正硅酸乙酯3‑8wt％，粉煤灰15‑25wt％，砖渣粉末1‑5wt％，

丙二醇0.3‑0.6wt％，硅烷偶联剂为1‑4wt％，聚氨酯50‑65wt％，余量为无机填料的用量。

[0027] 优选情况下，各原料用量为：正硅酸乙酯3‑5wt％，粉煤灰15‑23wt％，砖渣粉末1‑

3wt％，丙二醇0.3‑0.5wt％，硅烷偶联剂为1‑3wt％，聚氨酯50‑60wt％，余量为无机填料的

用量。

[0028] 本发明的防水涂料制备过程中，优选除了正硅酸乙酯、粉煤灰、砖渣粉末、丙二醇、

硅烷偶联剂、聚氨酯、无机填料，不添加其他助剂，尤其是有害物质。

[0029] 本发明中，对所述砖渣粉末没有限制，只要能利用保证防水涂料的性能即可；优选

为陶瓷砖废渣，进一步优选地，所述砖渣粉末满足：以氧化物计，所含的氯、钾、钠和镁的含

量之和≥68wt％。采用该优选方案，更利于提高防水涂料的性能。

[0030] 本发明对所述水的用量没有限制，只要能够使得正硅酸乙酯充分水解即可；优选

地，步骤(2)中所述水的用量为所述正硅酸乙酯用量的10‑15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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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本发明对所述硅烷偶联剂没有限制，只要能保证二氧化硅与聚氨酯发生交联反应

即可；优选地，所述硅烷偶联剂为氨基硅烷和/或环氧基硅烷，所述氨基硅烷优选为KH550，

所述环氧基硅烷优选为KH560。

[0032] 本发明对所述无机填料没有限制，可以采用本领域的任何现有填料；优选地，所述

无机填料为滑石粉、云母粉和陶土中的至少一种。

[0033] 根据本发明，对所述洗涤的洗涤剂可选范围较宽；优选地，步骤(2)中所述洗涤的

洗涤剂为乙醇。

[0034] 根据本发明，优选地，所述粉煤灰、砖渣粉末的粒度均为1‑20μm。

[0035] 根据本发明提供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所述防水涂料的制备方法包括：

[0036] (1)将正硅酸乙酯、粉煤灰、砖渣粉末与丙二醇混合30‑60min；

[0037] 所述砖渣粉末满足：以氧化物计，所含的氯、钾、钠和镁的含量之和≥68wt％；

[0038] 粉煤灰、砖渣粉末为事先研磨得到，所述粉煤灰、砖渣粉末的粒度均为1‑20μm；

[0039] (2)将步骤(1)得到的混合液与硅烷偶联剂混合，再加入水进行第一反应3‑5h，然

后进行过滤、洗涤和干燥；

[0040] 所述硅烷偶联剂为氨基硅烷和/或环氧基硅烷；

[0041] 所述水的用量为所述正硅酸乙酯用量的10‑15wt％；

[0042] (3)将步骤(2)得到的第一反应物与聚氨酯混合，进行第二反应3‑5h；

[0043] (4)将(3)得到的第二反应物与无机填料进行混合0.5‑3h；

[0044] 所述无机填料为滑石粉、云母粉和陶土中的至少一种；

[0045] 其中，各原料用量为：正硅酸乙酯3‑8wt％，粉煤灰15‑25wt％，砖渣粉末1‑5wt％，

丙二醇0.3‑0.6wt％，硅烷偶联剂为1‑4wt％，聚氨酯50‑65wt％，余量为无机填料的用量。

[0046] 本发明提供的防水涂料的制备方法通过前述特定的步骤，一方面，提高了粉煤灰

和砖渣粉末的用量，充分利用废料，而且能够将表面包覆有纳米二氧化硅的粉煤灰和砖渣

粉末通过硅烷偶联剂与聚氨酯形成化学键式的稳固结合，从而保证了制得的防水涂料具有

优异的延伸性、弹塑性、抗裂性及耐候性，能起到防水、防渗和保护作用，涂料粘结性强，不

易脱落，绿色环保。

[0047] 以下将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描述。以下实施例中，所涉及的原料除另有

说明外均为市售品；其中，砖渣粉末为新密市刘寨镇兴农砖瓦厂产生的，所述砖渣粉末满

足：以氧化物计，所含的氯、钾、钠和镁的含量之和为78wt％；所述粉煤灰为郑州煤电东风电

厂产生的从烟道气体中收集的细灰；所述粉煤灰、砖渣粉末的粒度均为10‑20μm；硅烷偶联

剂为KH560，购自济南济滨化工有限公司。以下实施例中，正硅酸乙酯、粉煤灰、砖渣粉末、丙

二醇、硅烷偶联剂、聚氨酯和无机填料的总量为100g。以下实施例中，所述洗涤使用的洗涤

剂为乙醇。以下实施例中，按照GB/T  19250‑2013测试防水涂料的性能。

[0048] 实施例1

[0049] (1)将正硅酸乙酯、粉煤灰、砖渣粉末与丙二醇混合40min；

[0050] (2)将步骤(1)得到的混合液与硅烷偶联剂混合，再加入水进行第一反应4h，然后

进行过滤、洗涤和干燥；

[0051] 所述水的用量为所述正硅酸乙酯用量的12wt％；

[0052] (3)将步骤(2)得到的第一反应物与聚氨酯混合，进行第二反应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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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4)将(3)得到的第二反应物与无机填料进行混合1h，得到防水涂料；

[0054] 所述无机填料为云母粉；

[0055] 其中，各原料用量为：正硅酸乙酯4wt％，粉煤灰20wt％，砖渣粉末2wt％，丙二醇

0.4wt％，硅烷偶联剂为1wt％，聚氨酯55wt％，余量为无机填料的用量。

[0056] 对制备得到的防水涂料进行性能测试，测试结果如表2所示。

[0057] 实施例2

[0058] (1)将正硅酸乙酯、粉煤灰、砖渣粉末与丙二醇混合40min；

[0059] (2)将步骤(1)得到的混合液与硅烷偶联剂混合，再加入水进行第一反应5h，然后

进行过滤、洗涤和干燥；

[0060] 所述水的用量为所述正硅酸乙酯用量的15wt％；

[0061] (3)将步骤(2)得到的第一反应物与聚氨酯混合，进行第二反应5h；

[0062] (4)将(3)得到的第二反应物与无机填料进行混合3h，得到防水涂料；

[0063] 所述无机填料为滑石粉；

[0064] 其中，各原料用量为：正硅酸乙酯3wt％，粉煤灰16wt％，砖渣粉末3wt％，丙二醇

0.4wt％，硅烷偶联剂为3wt％，聚氨酯58wt％，余量为无机填料的用量。

[0065] 对制备得到的防水涂料进行性能测试，测试结果如表2所示。

[0066] 实施例3

[0067] (1)将正硅酸乙酯、粉煤灰、砖渣粉末与丙二醇混合50min；

[0068] (2)将步骤(1)得到的混合液与硅烷偶联剂混合，再加入水进行第一反应4h，然后

进行过滤、洗涤和干燥；

[0069] 所述水的用量为所述正硅酸乙酯用量的11wt％；

[0070] (3)将步骤(2)得到的第一反应物与聚氨酯混合，进行第二反应4h；

[0071] (4)将(3)得到的第二反应物与无机填料进行混合2h，得到防水涂料；

[0072] 所述无机填料为陶土；

[0073] 其中，各原料用量为：正硅酸乙酯5wt％，粉煤灰18wt％，砖渣粉末1wt％，丙二醇

0.5wt％，硅烷偶联剂为2wt％，聚氨酯51wt％，余量为无机填料的用量。

[0074] 对制备得到的防水涂料进行性能测试，测试结果如表2所示。

[0075] 实施例4‑5

[0076]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进行，并进行相应测试，不同的是，采用表1所示的原料组成，

其他与实施例1相同。对制备得到的防水涂料进行性能测试，测试结果如表2所示。

[0077] 实施例6

[0078]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进行，并进行相应测试，不同的是，不加入硅烷偶联剂，其他与

实施例1相同。对制备得到的防水涂料进行性能测试，测试结果如表2所示。

[0079] 实施例7

[0080]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进行，并进行相应测试，不同的是，不加入正硅酸乙酯，其他与

实施例1相同。对制备得到的防水涂料进行性能测试，测试结果如表2所示。

[0081] 对比例1

[0082]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进行，并进行相应测试，不同的是，将二氧化硅粉末与粉煤灰、

砖渣粉末、丙二醇、硅烷偶联剂、聚氨酯、无机填料直接混合反应5h，所述二氧化硅粉末的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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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数与实施例1的正硅酸乙酯以硅元素计的摩尔数相同，其他原料用量与实施例1相同。对

制备得到的防水涂料进行性能测试，测试结果如表2所示。

[0083] 表1

[0084] 注：水的用量是指，相对于100重量份的正硅酸乙酯，水的用量重量份

[0085] 表2

[0086] 通过表1和表2的结果可以看出，采用本发明的实施例具有明显更好的效果。

[0087] 需要说明的是，本申请的对比例并非为现有技术，仅是为了对比本发明的方法和

效果而设置，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88]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此。在本发明的技

术构思范围内，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多种简单变型，包括各个技术特征以任何其

它的合适方式进行组合，这些简单变型和组合同样应当视为本发明所公开的内容，均属于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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