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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砌抹垫层砂浆，公开了一种环保

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浆，解决了掺钢渣砂浆中钢

渣微粉和钢渣砂锈蚀或电化腐蚀，表面形成疏松

的Fe2O3，导致砂浆强度降低以及砂浆防水性差

的问题，其由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原料制成：普

通硅酸盐水泥58-60份，石膏5-10份，钢渣微粉

17-27份，钢渣砂90-100份，尾矿砂29-47份，机制

砂118-141份，净味胶粉10-15份，木质素磺酸盐

9-14份；木质磺酸盐为木质素磺酸钠、木质素磺

酸镁、木质素磺酸钙中的一种，提高砌抹垫层砂

浆强度和防水性；还公开了一种环保型多功能砌

抹垫层砂浆的制备方法，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

砂浆制成干粉剂型，可根据现场对砂浆稠度需求

进行调整，并且便于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浆

包装和长途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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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浆，其特征在于，所述砌抹垫层砂浆由包括以下质量

份数的原料制成：

普通硅酸盐水泥58-60份，

石膏5-10份，

钢渣微粉17-27份，

钢渣砂29-47份，

尾矿砂29-47份，

机制砂118-141份

净味胶粉10-15份，

木质素磺酸盐9-14份；

所述木质磺酸盐为木质素磺酸钠、木质素磺酸镁、木质素磺酸钙中的一种。

2.根据权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浆，其特征在于，所述木质磺酸盐

为木质磺酸钙或木质酸镁。

3.根据权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浆，其特征在于，所述木质磺酸盐

为木质素磺酸镁。

4.根据权要求3所述的一种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浆，其特征在于，所述砌抹垫层砂

浆的原料还包括聚二甲基硅氧烷5-9份。

5.根据权要求4所述的一种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浆，其特征在于，所述砌抹垫层砂

浆的原料还包括羟丙基甲基纤维素5-9份。

6.根据权要求1-5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浆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按质量份数称取普通硅酸盐水泥58-60份，石膏5-10份，钢渣微粉17-27份，钢渣砂

29-47份，尾矿砂29-47份，机制砂118-141份，净味胶粉10-15份，木质素磺酸盐9-14份和其

他原料，混混均匀得到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浆干粉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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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浆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砌抹垫层砂浆，特别涉及一种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浆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建筑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砂浆做为砌砖、抹墙、

地面、修补、防水、保温等装修、装饰、节能工程中重要材料之一，其用量大，对性能要求高如

强度好、防水保温等。然而砂浆使用的固态填料多为天然矿物原料或河砂，属于不可再生资

源，为节约资源提高物资利用，现有申请公布号为CN107935518A的中国专利“一种环保高掺

两钢渣自流平砂浆及其制备方法”，其公开了一种砂浆，由普通硅酸盐水泥、高铝水泥、石

膏、钢渣微粉、钢渣砂、复合激发剂、减水剂、稳定剂、消泡剂和水制成，利用工业副品钢渣完

全取代天然矿物和河砂。

[0003] 钢渣虽因具体钢厂原料和冶炼工艺导致内部成分含量波动，但其主要成分为Fe、

FeO、CaO、SiO2、Al2O3、MgO、P2O5等，其不足之处在于在砂浆原料混合后钢渣微粉和钢渣砂与

水接触，发生锈蚀或电化腐蚀，表面产生Fe2O3；由于钢渣微粉和钢渣砂比表面积大，氧化速

度较钢板等快，在砂浆固化过程中钢渣微粉和钢渣砂表面形成Fe2O3包裹层或半包裹层。该

由后期锈蚀或电化腐蚀而来的Fe2O3包裹层或半包裹层，结构疏松，易吸水，导致钢渣微粉和

钢渣砂在固化的砂浆中结合力差、砂浆内水泥没有足够的进行水合反应而形成空腔使砂浆

强度降低，以及砂浆内部密布空腔导致砂浆固化后防水性差的问题，故有待改进。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第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

层砂浆，避免钢渣微粉和钢渣砂表面锈蚀形成疏松的Fe2O3包裹层或半包裹层，提高砌抹垫

层砂浆强度和防水性。

[0005]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浆，所述砌抹垫层砂浆由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原料制

成：

普通硅酸盐水泥58-60份，

石膏5-10份，

钢渣微粉17-27份，

钢渣砂29-47份，

尾矿砂29-47份，

机制砂118-141份

净味胶粉10-15份，

木质素磺酸盐9-14份；

所述木质磺酸盐为木质素磺酸钠、木质素磺酸镁、木质素磺酸钙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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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钢渣微粉和钢渣砂替代矿物原料和河沙，废物利用，提高

资源利用率，环保节能；

净味胶粉在砌抹垫层砂浆原料拌和后反应，增大调和砌抹垫层砂浆的粘稠度，避免钢

渣砂在砌抹垫层砂浆涂抹过程中拖拉出砌抹垫层砂浆表面，并且在砌抹垫层砂浆固化后改

善使用并固化后的砌抹垫层砂浆的防水性；

钢渣微粉和钢渣砂发生锈蚀或电化学锈蚀均先由Fe或FeO到Fe2+；

木质磺酸盐作为表面活性剂，便于砌抹垫层砂浆加水后无机成分与树脂成分拌和，作

为减水剂减少砌抹垫层砂浆使用时水用量，同时木质素磺酸钠、木质素磺酸钾、木质素磺酸

钙溶于水后电离出木质素磺酸根，木质素磺酸根可螯合Fe2+形成络合物，阻碍Fe2+继续被氧

化；

螯合形成的络合物为Fe-LS，其溶于碱性环境，呈球状带有羧基、羟基和醚醚，可与钢渣

微粉和钢渣砂表面由于Fe2O3、SiO2、Al2O3等成分吸水而带有的羟基形成氢键，包围在钢渣微

粉和钢渣砂表面，阻碍水继续与钢渣微粉和钢渣砂接触，阻碍Fe2+继续溶出；

由此避免钢渣微粉和钢渣砂表面锈蚀形成疏松的Fe2O3包裹层或半包裹层，随包裹钢

渣微粉和钢渣砂的水泥成分水合作用，砌抹垫层砂浆加水拌和成品内水分减少，水泥成分

压紧嵌合固定钢渣微粉和钢渣砂，提高砌抹垫层砂浆内部成分的结合力，避免出现空腔，提

高砌抹垫层砂浆强度和防水性。

[0007]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木质磺酸盐为木质磺酸钙或木质酸镁。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木质磺酸钙或木质酸镁溶解后产生的Ca2+和Mg2+，可促进

水泥水合作用，加快砌抹垫层砂浆凝固时间和凝固后的强度。

[0009]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木质磺酸盐为木质素磺酸镁。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木质磺酸盐为木质素磺酸镁时，砌抹垫层砂浆凝固时间

较木质素磺酸钠、木质素磺酸钾、木质素磺酸钙快，且使用并固化后的砌抹垫层砂浆的防水

性得到提高。

[0011]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砌抹垫层砂浆的原料还包括聚二甲基硅氧烷5-9份。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聚二甲基硅氧烷作为消泡剂，减少砌抹垫层砂浆原料混

合拌和时产生的气泡，提高加强砌抹垫层砂浆固化后强度。

[0013]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砌抹垫层砂浆的原料还包括羟丙基甲基纤维素5-9份。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羟丙基甲基纤维素作为砂浆的保水剂、缓凝剂，使加水拌

和后的砌抹垫层砂浆具有泵送性，提高加水拌和后的砌抹垫层砂浆涂抹性和延长可操作时

间；还可以减少水泥用量，使加水拌和后的砌抹垫层砂浆涂抹后不会因干得太快而龟裂，增

强硬化后强度；再者，具有大量羟基，与聚二甲基硅氧烷、钢渣微粉和钢渣砂等之间形成氢

键，辅助原料混均匀。

[001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第二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

层砂浆的制备方法，可根据现场对砂浆稠度需求进行调整，并且便于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

层砂浆包装和长途运输。

[0016]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浆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按质量份数称取普通硅酸盐水泥58-60份，石膏5-10份，钢渣微粉17-27份，钢渣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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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7份，尾矿砂29-47份，机制砂118-141份，净味胶粉10-15份，木质素磺酸盐9-14份和其

他原料，混混均匀得到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浆干粉剂型。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浆制成干粉剂型，可根据现场

对砂浆稠度需求进行调整，并且便于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浆包装和长途运输。

[0018]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木质磺酸盐作为表面活性剂和减水剂的同时，螯合钢渣微粉和钢渣砂溶出的Fe2+形

成络合物，并包围在钢渣微粉和钢渣砂表面，阻碍水继续与钢渣微粉和钢渣砂接触，阻碍

Fe2+继续溶出，避免钢渣微粉和钢渣砂表面锈蚀形成疏松的Fe2O3包裹层或半包裹层，提高

砌抹垫层砂浆内部成分的结合力，避免出现空腔，提高砌抹垫层砂浆强度和防水性；

2.木质磺酸盐优选为木质磺酸钙或木质酸镁，木质磺酸钙或木质酸镁溶解后产生的

Ca2+和Mg2+，可促进水泥水合作用，加快砌抹垫层砂浆凝固时间和凝固后的强度，并且木质

磺酸盐为木质素磺酸镁时，砌抹垫层砂浆凝固时间更快，且使用并固化后的砌抹垫层砂浆

的防水性得到提高。

4.砌抹垫层砂浆的原料还包括聚二甲基硅氧烷和羟丙基甲基纤维素，减少砌抹垫层砂

浆原料混合拌和时产生的气泡，辅助原料混均匀，同时加强砌抹垫层砂浆固化后强度；

5.提供一种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浆的制备方法，可根据现场对砂浆稠度需求进行

调整，并且便于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浆包装和长途运输。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实施例一，

一种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浆，由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原料制成：

普通硅酸盐水泥58-60份，

石膏5-10份，

钢渣微粉17-27份，

钢渣砂29-47份，

尾矿砂29-47份，

机制砂118-141份

净味胶粉10-15份，

木质素磺酸盐9-14份。

[0020] 净味胶粉为市售产品，此处为德国瓦克化学(中国)有限公司出售的瓦克胶粉。木

质磺酸盐为木质素磺酸钠、木质素磺酸镁、木质素磺酸钙中的一种，为上海叶兹建筑新材料

有限公司市售产品。

[0021] 普通硅酸盐水泥、石膏、钢渣微粉、钢渣砂、尾矿砂、机制砂、聚二甲基硅氧烷和羟

丙基甲基纤维素均为市售产品或由市售产品筛分得到，其中钢渣微粉和尾矿砂细度模数为

2.2-1.6，钢渣砂和机制砂细度模数为3.0-2.3，尾矿砂的矿种类型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此

处为铁尾矿渣。

[0022] 一种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浆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1：按质量份数称取普通硅酸盐水泥58-60份，石膏5-10份，钢渣微粉17-27份，钢渣砂

29-47份，尾矿砂29-47份，机制砂118-141份，净味胶粉10-15份，木质素磺酸盐9-14份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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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原料，混混均匀得到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浆干粉剂型。

[0023] 根据上述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浆的制备方法进行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

浆的制备，获得实施例1A-1I，具体参数如下。

[0024] 对实施例1A-1F所得的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浆根据标准JB/T  984和对应测试

标准或方法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如下。

[0025] 同时设置对比例一、对比例二和对比例三。

[0026] 对比例一，

一种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浆，基于实施例1B的基础上，其区别之处在于使用木质

素替代木质素磺酸盐，木质素为上海叶兹建筑新材料有限公司市售产品，木质素用量与木

质素磺酸盐用量相等，其他原料用量实施例1B相同。

[0027] 对比例二，

一种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浆，基于实施例1B的基础上，其区别之处在于使用十二

烷基磺酸钠替代木质素磺酸盐，十二烷基磺酸钠用量与木质素磺酸盐用量相等，其他原料

用量实施例1B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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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对比例三，

一种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浆，基于实施例1B的基础上，其区别之处在于木质素磺

酸盐用量为零相等，其他原料用量实施例1B相同。

[0029] 对对比例一至对比例三所得的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浆根据标准JB/T  984和

对应测试标准或方法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如下。

[0030] 对比实施例一和对比例一至对比例三可知，木质磺酸镁作为表面活性剂和减水剂

的同时，螯合钢渣微粉和钢渣砂溶出的Fe2+形成络合物，并包围在钢渣微粉和钢渣砂表面，

阻碍水继续与钢渣微粉和钢渣砂接触，阻碍Fe2+继续溶出，避免钢渣微粉和钢渣砂表面锈蚀

形成疏松的Fe2O3包裹层或半包裹层，提高砌抹垫层砂浆内部成分的结合力，避免出现空腔，

提高砌抹垫层砂浆强度和防水性。

[0031] 实施例二，

一种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浆，基于实施例1B的基础上，其区别之处在于木质素磺

酸盐为木质素磺酸钠。

[0032] 实施例三，

一种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浆，基于实施例1B的基础上，其区别之处在于木质素磺

酸盐为木质素磺酸钙。

[0033] 实施例四，

一种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浆，基于实施例1B的基础上，其区别之处在于木质素磺

酸盐为木质素磺酸钾。

[0034] 对实施例二至实施例四所得的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浆根据标准JB/T  984和

对应测试标准或方法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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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对比实施例一至实施例四可知，木质磺酸盐优选为木质磺酸钙或木质酸镁，木质

磺酸钙或木质酸镁溶解后产生的Ca2+和Mg2+，可促进水泥水合作用，加快砌抹垫层砂浆凝固

时间和凝固后的强度，并且木质磺酸盐为木质素磺酸镁时，砌抹垫层砂浆凝固时间更快，且

使用并固化后的砌抹垫层砂浆的防水性得到提高。

[0036] 实施例五，

一种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浆，基于实施例1B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环保型多功能砌

抹垫层砂浆的原料还包括聚二甲基硅氧烷5-9份，根据实施例一的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

砂浆制备方法，聚二甲基硅氧烷与钢渣微粉、钢渣砂等一同混合得到混合原料A，终获得实

施例5A-5F。

[0037] 对实施例5A-5C所得的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浆根据标准JB/T  984和对应测试

标准或方法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如下。

[0038] 对比实施例一和实施例六可知，聚二甲基硅氧烷作为消泡剂，减少砌抹垫层砂浆

原料混合拌和时产生的气泡，提高加强砌抹垫层砂浆固化后粘接强度。

[0039] 实施例六，

一种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浆，基于实施例5C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环保型多功能砌

抹垫层砂浆的原料还包括羟丙基甲基纤维素5-9份，根据实施例一的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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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砂浆制备方法，羟丙基甲基纤维素与钢渣微粉、钢渣砂等一同混合得到混合原料A，终获

得实施例7A-7C。

[0040] 对实施例6A-6C所得的环保型多功能砌抹垫层砂浆根据标准JB/T  984和对应测试

标准或方法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如下。

[0041] 对比实施例五和实施例六可知，羟丙基甲基纤维素减少砌抹垫层砂浆原料用水

量，具有大量羟基，与聚二甲基硅氧烷、钢渣微粉和钢渣砂等之间形成氢键，辅助原料混均

匀，同时加强砌抹垫层砂浆固化后强度。

[0042]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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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