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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再生骨料砂浆用调节剂

及其制备方法，涉及砂浆外加剂技术领域，其技

术方案要点是一种再生骨料砂浆用调节剂，以

1000重量份数计，包括如下组分：甲基纤维素4‑6

份、淀粉醚3‑5份、聚乙烯醇4‑6份、引气剂10‑20

份，余量为水。本发明的再生骨料砂浆用调节剂

具有可以提高再生骨料砂浆的柔性、塑性、流动

性、保水性、抗流挂性以及提高再生骨料与水泥

的粘结力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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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再生骨料砂浆用调节剂，其特征在于：以1000重量份数计，包括如下组分：甲基

纤维素4‑6份、淀粉醚3‑5份、聚乙烯醇4‑6份、引气剂10‑20份，余量为水；

所述引气剂由包含如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松香树脂100份、马来酸酐4‑6份、丙烯酸6‑

9份、改性剂30‑40份；

所述改性剂包含如下组分：异构醇聚氧乙烯醚、辛基酚聚氧乙烯醚、甲氧基聚乙二醇、

聚乙烯吡咯烷酮、椰油酸单乙醇酰胺以及水；

所述改性剂采用如下方法制备：以重量份数计，取50份水，向其中加入10‑15份异构醇

聚氧乙烯醚、4‑6份辛基酚聚氧乙烯醚、10‑12份甲氧基聚乙二醇、3‑5份聚乙烯吡咯烷酮、3‑

5份椰油酸单乙醇酰胺，搅拌均匀后，得到改性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再生骨料砂浆用调节剂，其特征在于：以1000重量份数

计，包括如下组分：甲基纤维素5份、淀粉醚4份、聚乙烯醇5份、引气剂15份，余量为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再生骨料砂浆用调节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引气剂采用如

下方法制备：

①以重量份数计，取100份松香树脂，将其粉碎加热熔化后，加入4‑6份马来酸酐、2‑3份

丙烯酸，在160‑170℃的温度下，保温搅拌2‑3h，得到马来松香树脂；

②向马来松香树脂中加入4‑6份丙烯酸以及30‑40份改性剂，升温至180‑190℃，在氮气

保护下，保温3‑4h，进行酯化反应，得到酯化物；

③酯化反应后，将酯化物降温至85‑95℃，加入碱液以及水，调节pH为7‑8，得到固含量

为30±1%的引气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再生骨料砂浆用调节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异构醇聚氧乙

烯醚为异构十醇聚氧乙烯醚、异构十一醇聚氧乙烯醚、异构十三醇聚氧乙烯醚中的一种。

5.一种如权利要求1‑4任意一项所述的再生骨料砂浆用调节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如下步骤：

S1、按照比例，取一定量的水，向其中加入甲基纤维素以及淀粉醚，搅拌溶解后，得到混

合液；

S2、向混合液中加入聚乙烯醇、引气剂，搅拌均匀后得到再生骨料砂浆调节剂。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再生骨料砂浆用调节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S2中的

搅拌速度为300‑500r/min，搅拌时间为10‑2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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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再生骨料砂浆用调节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砂浆外加剂技术领域，更具体的说，它涉及一种再生骨料砂浆用调节

剂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砂浆是建筑上砌砖使用的黏结物质，由细骨料(砂)与胶凝材料(水泥、石灰膏、黏

土等)和水按比例拌合而成；可分为砌筑砂浆和抹面砂浆，砌筑砂浆用于砖、石块、砌块等的

砌筑以及构件安装；抹面砂浆用于墙面、地面、屋面及梁柱结构等表面的抹灰。砂浆用的细

骨料主要是天然砂，但是随着天然砂资源的紧张，近年来，也出现了采用再生骨料代替天然

砂的再生骨料砂浆。再生骨料是指用建筑垃圾中的废旧混凝土经破碎、筛分而制成的骨料，

这种再生骨料可以部分取代或者完全取代天然砂，不仅可以极大地缓解天然砂供应不足的

问题，而且也可以将建筑垃圾重复利用，降低建筑垃圾对自然环境的污染。

[0003] 现有技术中，申请公布号为CN106007562A的专利申请文件，公开了一种利用建筑

垃圾再生骨料制备的干混砂浆及其制备方法，通过将建筑垃圾在拆迁地进行必要的锤击、

振捣等处理后，利用颚式破碎机对建筑垃圾进行两级粉碎，分离得到0.15‑5mm的建筑垃圾

再生骨料，然后按照普通硅酸盐水泥P.O  42.5R100份，建筑垃圾再生骨料400‑500份，二级

粉煤灰20‑30份，激发剂0.7‑1.0份，界面增强剂1.0‑1.2份，保水剂0.1‑0.3份，减水剂1.0‑

1.8份，增强纤维‑0.3‑0.5份制成干混砂浆。

[0004] 但是与天然骨料相比，再生骨料的表面包裹着大量水泥砂浆，而水泥砂浆的孔隙

率大，棱角众多，所以再生骨料的表面密度和堆积密度比天然骨料低，吸水率大；并且由于

建筑垃圾在破碎的过程中会再一次发生破碎变形，致使其表面裂缝增加，力学强度较低。

[0005] 新拌普通砂浆应具有良好的和易性，硬化后的砂浆则应该具有所需的强度和粘结

力；而对于再生骨料砂浆而言，由于再生骨料的表面包裹着大量的水泥砂浆，其表面粗糙、

多棱角，虽然可以增加其与胶凝材料的粘结力，但是这会降低新拌砂浆的流动性以及保水

性，影响再生砂浆的和易性。为了使再生骨料的表面更加干净、圆润，可以通过机械强化的

方法，利用高速运动的颗粒间的相互冲击与摩擦作用来有效击掉骨料表面附着的砂浆或水

泥石，去除骨料颗粒上较为突出的棱角，但是这种方设备庞大、动力消耗大、设备磨损高，工

艺复杂、成本较高。因此，如何能够更加简单地提高再生骨料砂浆的和易性，是一个需要解

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第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再生骨料砂浆用调

节剂，其具有可以提高再生骨料砂浆的柔性、塑性、流动性、保水性、抗流挂性以及提高再生

骨料与水泥的粘结力的优点。

[0007] 本发明的第二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再生骨料砂浆用调节剂的制备方法，其具有操

作简单、易于操作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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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为实现上述第一个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再生骨料砂浆用调节

剂，以1000重量份数计，包括如下组分：甲基纤维素4‑6份、淀粉醚3‑5份、聚乙烯醇4‑6份、引

气剂10‑20份，余量为水。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甲基纤维素、淀粉醚、聚乙烯醇、引气剂以及水制得的

调节剂具有很好的润湿性、粘结性、保水性以及成膜性，一方面可以改善再生骨料砂浆流动

性、保水性以及骨料和水泥之间的粘聚性，另一方面还可以填充堵塞再生骨料的毛细孔，黏

合再生骨料表面的微细裂纹并填充孔隙，从而提高硬化后的砂浆的强度。

[0010] 进一步地，以1000重量份数计，包括如下组分：甲基纤维素5份、淀粉醚4份、聚乙烯

醇5份、引气剂15份，余量为水。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上述配比下，得到的调节剂对新拌再生骨料砂浆具有

很好的调节作用，可以提高新拌再生骨料砂浆的和易性。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引气剂由包含如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松香树脂100份、马来酸酐

4‑6份、丙烯酸6‑9份、改性剂30‑40份；所述改性剂包含如下组分：异构醇聚氧乙烯醚、辛基

酚聚氧乙烯醚、甲氧基聚乙二醇、聚乙烯吡咯烷酮、椰油酸单乙醇酰胺以及水。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引气剂的加入可以改善新拌砂浆的流动性、保水性以及

粘聚性，尤其对于再生骨料砂浆来说，由于再生骨料表面粗糙、多棱角，因此再上骨料砂浆

的流动性较差，通过加入引气剂在砂浆拌合的过程中，可以引入大量均匀分布、闭合而稳定

的微小气泡，可以极大提高再生骨料砂浆的和易性；并且引气剂与甲基纤维素、淀粉醚、聚

乙烯醇混合后，可以填充到再生骨料的毛细孔，黏合再生骨料表面的微细裂纹并填充孔隙，

从而提高硬化后的砂浆的强度。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改性剂采用如下方法制备：以重量份数计，取50份水，向其中加入

10‑15份异构醇聚氧乙烯醚、4‑6份辛基酚聚氧乙烯醚、10‑12份甲氧基聚乙二醇、3‑5份聚乙

烯吡咯烷酮、3‑5份椰油酸单乙醇酰胺，搅拌均匀后，得到改性剂。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异构醇聚氧乙烯醚具有很好的分散性、润湿性以及渗透

性，将异构醇聚氧乙烯醚与辛基酚聚氧乙烯醚、甲氧基聚乙二醇、聚乙烯吡咯烷酮以及椰油

酸单乙醇酰胺混合后制得的改性剂对马来松香树脂进行酯化反应，可以增加其反应活性，

提高引气剂产生气泡的均匀，使得再生骨料砂浆在搅拌的过程中具有很好的流动性。

[0016] 进一步地，所述引气剂采用如下方法制备：

[0017] ①以重量份数计，取100份松香树脂，将其粉碎加热熔化后，加入4‑6份马来酸酐、

2‑3份丙烯酸，在160‑170℃的温度下，保温搅拌2‑3h，得到马来松香树脂；

[0018] ②向马来松香树脂中加入4‑6份丙烯酸以及30‑40份改性剂，升温至180‑190℃，在

氮气保护下，保温3‑4h，进行酯化反应，得到酯化物；

[0019] ③酯化反应后，将酯化物降温至85‑95℃，加入碱液以及水，调节pH为7‑8，得到固

含量为30±1％的引气剂。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松香树脂与马来酸酐以及丙烯酸反应，可以对松香树

脂进行预活化，得到马来松香树脂；然后将马来松香树脂与丙烯酸以及改性剂进行酯化反

应，可以提高其反应活性，提高引气剂的亲水性，从而提高其在水中的溶解度；由此得到的

引气剂在与水溶性好的甲基纤维素、淀粉醚以及聚乙烯醇在水溶解混合后，可以形成稳定

的微胶体；从而提高再生骨料砂浆的柔性、塑性、延续性以及抗流挂性，改善再生骨料砂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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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性能。

[0021] 进一步地，所述异构醇聚氧乙烯醚为异构十醇聚氧乙烯醚、异构十一醇聚氧乙烯

醚、异构十三醇聚氧乙烯醚中的一种。

[0022] 为实现上述第二个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0023] 一种再生骨料砂浆用调节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4] S1、按照比例，取一定量的水，向其中加入甲基纤维素以及淀粉醚，搅拌溶解后，得

到混合液；

[0025] S2、向混合液中加入聚乙烯醇、引气剂，搅拌均匀后得到再生骨料砂浆调节剂。

[002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甲基纤维素、淀粉醚、聚乙烯醇以及引气剂混合，操作

简单，易于实现。

[0027] 进一步地，S2中的搅拌速度为300‑500r/min，搅拌时间为10‑20min。

[002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300‑500r/min的速度下，对原料进行搅拌，可以使其充

分分散于水中，形成稳定的呈碱性的微胶体溶液。

[0029] 综上所述，本发明相比于现有技术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0] 1.由甲基纤维素、淀粉醚、聚乙烯醇、引气剂以及水制得的调节剂具有很好的润湿

性、粘结性、保水性以及成膜性，一方面可以改善再生骨料砂浆流动性、保水性以及骨料和

水泥之间的粘聚性，另一方面还可以填充堵塞再生骨料的毛细孔，黏合再生骨料表面的微

细裂纹并填充孔隙，从而提高硬化后的砂浆的强度；

[0031] 2.引气剂的加入可以改善新拌砂浆的流动性、保水性以及粘聚性，尤其对于再生

骨料砂浆来说，由于再生骨料表面粗糙、多棱角，因此再上骨料砂浆的流动性较差，通过加

入引气剂在砂浆拌合的过程中，可以引入大量均匀分布、闭合而稳定的微小气泡，可以极大

提高再生骨料砂浆的和易性；并且引气剂与甲基纤维素、淀粉醚、聚乙烯醇混合后，可以填

充到再生骨料的毛细孔，黏合再生骨料表面的微细裂纹并填充孔隙，从而提高硬化后的砂

浆的强度；

[0032] 3.将松香树脂与马来酸酐以及丙烯酸反应，可以对松香树脂进行预活化，得到马

来松香树脂；然后将马来松香树脂与丙烯酸以及改性剂进行酯化反应，可以提高其反应活

性，提高引气剂的亲水性，从而提高其在水中的溶解度；由此得到的引气剂在与水溶性好的

甲基纤维素、淀粉醚以及聚乙烯醇在水溶解混合后，可以形成稳定的微胶体；从而提高再生

骨料砂浆的柔性、塑性、延续性以及抗流挂性，改善再生骨料砂浆的工作性能。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以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4] 引气剂的制备例以下制备例中的异构十醇聚氧乙烯醚选自艾迪化工南通有限公

司提供的型号为E‑1006的异构十醇聚氧乙烯醚乳化剂；异构十一醇聚氧乙烯醚选自索尔维

提供的型号为5EO的异构十一醇聚氧乙烯醚；异构十三醇聚氧乙烯醚选自艾迪化工南通有

限公司提供的型号为E‑1360的异构十三醇聚氧乙烯醚乳化剂；辛基酚聚氧乙烯醚选自南通

汉晟化工有限公司提供的型号为OP‑3的辛基酚聚氧乙烯醚乳化剂；甲氧基聚乙二醇选自南

通汉晟化工有限公司提供的型号为MPEG‑500的甲氧基聚乙二醇；聚乙烯吡咯烷酮选自新郑

市恒利化工商行提供的型号为K30的聚乙烯吡咯烷酮；椰油酸单乙醇酰胺选自苏州源泰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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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有限公司提供的椰油酸单乙醇酰胺；松香树脂为济南裕诺化工有限公司；丙烯酸为江

阴鑫博化工有限公司提供；马来酸酐为汇丰石化提供。

[0035] 引气剂的制备例1：①取50g水，向其中加入12.5g异构十醇聚氧乙烯醚、5g辛基酚

聚氧乙烯醚、11g甲氧基聚乙二醇、4g聚乙烯吡咯烷酮、4g椰油酸单乙醇酰胺，搅拌均匀后，

得到改性剂；

[0036] ②取100g松香树脂，将其粉碎加热熔化后，加入5g马来酸酐、2.5g丙烯酸，在165℃

的温度下，保温搅拌2.5h，得到马来松香树脂；

[0037] ③向马来松香树脂中加入5g丙烯酸以及35g改性剂，升温至185℃，在氮气保护下，

保温3.5h，进行酯化反应，得到酯化物；

[0038] ④酯化反应后，将酯化物降温至90℃，加入20wt％的氢氧化钠水溶液以及去离子

水，调节pH为8，得到固含量为30％的引气剂。

[0039] 引气剂的制备例2：①取50g水，向其中加入10g异构十一醇聚氧乙烯醚、4g辛基酚

聚氧乙烯醚、10g甲氧基聚乙二醇、3g聚乙烯吡咯烷酮、3g椰油酸单乙醇酰胺，搅拌均匀后，

得到改性剂；

[0040] ②取100g松香树脂，将其粉碎加热熔化后，加入4g马来酸酐、2g丙烯酸，在160℃的

温度下，保温搅拌2h，得到马来松香树脂；

[0041] ③向马来松香树脂中加入4g丙烯酸以及30g改性剂，升温至180℃，在氮气保护下，

保温3h，进行酯化反应，得到酯化物；

[0042] ④酯化反应后，将酯化物降温至85℃，加入20wt％的氢氧化钠水溶液以及去离子

水，调节pH为7，得到固含量为30％的引气剂。

[0043] 引气剂的制备例3：①取50g水，向其中加入15g异构十三醇聚氧乙烯醚、6g辛基酚

聚氧乙烯醚、12g甲氧基聚乙二醇、5g聚乙烯吡咯烷酮、5g椰油酸单乙醇酰胺，搅拌均匀后，

得到改性剂；

[0044] ②取100g松香树脂，将其粉碎加热熔化后，加入6g马来酸酐、3g丙烯酸，在170℃的

温度下，保温搅拌3h，得到马来松香树脂；

[0045] ③向马来松香树脂中加入6g丙烯酸以及40g改性剂，升温至190℃，在氮气保护下，

保温4h，进行酯化反应，得到酯化物；

[0046] ④酯化反应后，将酯化物降温至95℃，加入20wt％的氢氧化钠水溶液以及去离子

水，调节pH为8，得到固含量为30％的引气剂。

[0047] 引气剂的制备例4：本制备例与制备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步骤④中未添加改性剂。

[0048] 引气剂的制备例5：本制备例与制备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将③中的丙烯酸替换为

等量的浓硫酸，且步骤④中未添加丙烯酸。

[0049] 引气剂的制备例6：本制备例与制备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步骤①的改性剂的原料

中未添加甲氧基聚乙二醇、聚乙烯吡咯烷酮、椰油酸单乙醇酰胺。

[0050] 实施例

[0051] 以下实施例中的甲基纤维素选自河南果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甲基纤维素；

淀粉醚选自荷兰艾维贝提供的型号为301的淀粉醚；聚乙烯醇选自中国石化提供的型号为

100‑27的聚乙烯醇；实施例1‑3中的引气剂为东莞市深海节能建材有限公司提供的松香皂

引气剂。

说　明　书 4/7 页

6

CN 111302696 B

6



[0052] 实施例1：一种再生骨料砂浆用调节剂采用如下方法制备而得：

[0053] S1、按照比例，取971g去离子水，将其加热至70℃，向其中加入5g甲基纤维素以及

4g淀粉醚，搅拌溶解后，得到混合液；

[0054] S2、向混合液中加入5g聚乙烯醇以及15g引气剂，在70℃的温度下，以400r/min的

速度，在搅拌15min后，冷却后得到再生骨料砂浆调节剂。

[0055] 实施例2：一种再生骨料砂浆用调节剂采用如下方法制备而得：

[0056] S1、按照比例，取979g去离子水，将其加热至70℃，向其中加入4g甲基纤维素以及

3g淀粉醚，搅拌溶解后，得到混合液；

[0057] S2、向混合液中加入4g聚乙烯醇以及10g引气剂，在70℃的温度下，以300r/min的

速度，搅拌10min后，冷却后得到再生骨料砂浆调节剂。

[0058] 实施例3：一种再生骨料砂浆用调节剂采用如下方法制备而得：

[0059] S1、按照比例，取963g去离子水，将其加热至70℃，向其中加入6g甲基纤维素以及

5g淀粉醚，搅拌溶解后，得到混合液；

[0060] S2、向混合液中加入6g聚乙烯醇以及20g引气剂，在70℃的温度下，以500r/min的

速度，搅拌20min后，冷却后得到再生骨料砂浆调节剂。

[0061] 实施例4：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引气剂选自引气剂的制备例1制备

而得。

[0062] 实施例5：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引气剂选自引气剂的制备例2制备

而得。

[0063] 实施例6：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引气剂选自引气剂的制备例3制备

而得。

[0064] 实施例7：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引气剂选自引气剂的制备例4制备

而得。

[0065] 实施例8：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引气剂选自引气剂的制备例5制备

而得。

[0066] 实施例9：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引气剂选自引气剂的制备例6制备

而得。

[0067] 对比例

[0068] 对比例1：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引气剂的用量为9kg，去离子水的

用量为977kg。

[0069] 对比例2：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引气剂的用量为21kg，去离子水的

用量为965kg。

[0070] 性能测试

[0071] 将实施例1‑9以及对比例1‑2中制备的调节剂用于机喷砂浆中，添加量为10kg/m3，

机喷砂浆按照DPM5抹灰砂浆配制，其中细骨料选用再生细骨料，再生细骨料的石粉量为

8.3％，吸水率为2.1％，压碎指数为18％，粒径为0.25‑0.5mm；同时，设置未添加调节剂的抹

灰砂浆，作为空白例。根据GB/T2419‑2005《水泥胶砂流动度测定方法》对水泥砂浆的流动性

进行测试；根据GB/T25181‑2010《预拌砂浆》，对再生骨料砂浆的稠度、2h稠度损失率、保水

率、14d拉伸粘结强度、28d抗压强度以及28d收缩率进行测试；将测试结果示于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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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2] 表1实施例1‑9以及对比例1‑2中砂浆性能测试表

[0073]

[0074] 由表1数据可知，本发明实施例1‑实施例3制备的调节剂用于再生骨料砂浆后，可

以明显提高砂浆的流动性与保水性，改善再生骨料砂浆的和易性，提高硬化砂浆的拉伸粘

结强度以及抗压强度，并且还可以明显提高砂浆的抗冻性能。通过实施例4‑6与实施例1相

比较可知，调节剂中添加由本发明制备的引气剂后，相较于市售松香类引气剂后，对砂浆性

能的改善效果更加显著。

[0075] 实施例7的引气剂选自引气剂的制备例4制备而得，该制备例中的步骤④中未添加

改性剂；相较于实施例4，实施例7中砂浆流动性以及保水性有所下降，硬化后的拉伸粘结强

度、抗压强度明显降低，收缩率增大且抗冻性性能变差，说明改性剂的加入可以提高引气剂

的效果，明显改善再生骨料砂浆的和易性以及力学强度。

[0076] 实施例8的引气剂选自引气剂的制备例5制备而得，该制备例中的将③中的丙烯酸

替换为等量的浓硫酸，且步骤④中未添加丙烯酸；相较于实施例4，实施例8中砂浆流动性以

及保水性有所下降，硬化后的拉伸粘结强度、抗压强度明显降低，收缩率增大且抗冻性性能

变差，说明在制备引气剂时，丙烯酸的加入可以提高引气剂的效果，明显改善再生骨料砂浆

的和易性以及力学强度。

[0077] 实施例9的引气剂选自引气剂的制备例6制备而得，该制备例中的步骤①的改性剂

的原料中未添加甲氧基聚乙二醇、聚乙烯吡咯烷酮、椰油酸单乙醇酰胺；相较于实施例4，实

施例9中砂浆流动性以及保水性有所下降，硬化后的拉伸粘结强度、抗压强度明显降低，收

缩率增大且抗冻性性能变差，说明在制备引气剂时，改性剂中甲氧基聚乙二醇、聚乙烯吡咯

烷酮、椰油酸单乙醇酰胺的加入可以提高引气剂的效果，明显改善再生骨料砂浆的和易性

以及力学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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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对比例1中的引气剂的添加量为9kg，相较于实施例1，对比例1中保水性有所下降，

硬化后的拉伸粘结强度、抗压强度明显降低，收缩率增大且抗冻性性能变差，说明当引气剂

的用量减少时，会影响影响到砂浆的力学性能。

[0079] 对比例2中的引气剂的添加量为21kg，相较于实施例2，对比例2中砂浆的性能无明

显提高，说明当引气剂的添加量过量时，对砂浆性能并无明显改善，并且还会增加生产成

本。因此，采用本发明的配比得到的调节剂，可以现在提高砂浆的性能，并且还可以控制一

定的生产成本。

[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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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