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322367.9

(22)申请日 2017.05.0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05700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8.18

(73)专利权人 山东华伟银凯建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地址 256410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新世纪

工业园和济路8号

(72)发明人 张明　韩芳芳　陈凌燕　梁飞　

张森　贾吉堂　

(74)专利代理机构 青岛发思特专利商标代理有

限公司 37212

代理人 任永哲　马俊荣

(51)Int.Cl.

C08F 291/08(2006.01)

C08F 291/06(2006.01)

C08F 220/06(2006.01)

C08F 220/56(2006.01)

C04B 24/26(2006.01)

C04B 103/3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5110687 A,2015.12.02,说明书

[0006]-[0013]段.

CN 102976657 A,2013.03.20,说明书第

[0045]段.

CN 105778009 A,2016.07.20,说明书第

[0054]-[0055]段.

CN 105924590 A,2016.09.07,全文.

审查员 刘雅婷

 

(54)发明名称

自养护型聚羧酸系减水剂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混凝土添加剂技术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自养护型聚羧酸系减水剂及其制备方法。

自养护型聚羧酸系减水剂由聚醚大单体、小单

体、调节单体蓖麻油酸甲酯、接枝单体羟乙基甲

基纤维素钠、交联剂二甲基丙烯酸乙二醇酯、链

转移剂、引发剂和去离子水制成。本发明通过在

分子结构中引入羟乙基甲基纤维素钠，并经交联

剂二甲基丙烯酸乙二醇酯进行适度交联后，可以

溶胀，能有效的保持水泥水化所需要的内部水，

具有自养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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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养护型聚羧酸系减水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如下：

(1)先向反应釜中加入去离子水和接枝单体羟乙基甲基纤维素钠，加热至50-80℃，得

到底液；

(2)将聚醚大单体和去离子水配成溶液A，将小单体、调节单体蓖麻油酸甲酯、交联剂二

甲基丙烯酸乙二醇酯、链转移剂和去离子水配制成溶液B，将引发剂和去离子水配成溶液C；

在反应温度为50-80℃下，将溶液A、B和C同时滴入底液中；

(3)滴加完毕后，在50-80℃下，继续保温反应1.0-2.0h；

(4)降至常温，用氢氧化钠调节pH到7-9，并加去离子水将反应体系的总固含量稀释到

20-30％，即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养护型聚羧酸系减水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聚

醚大单体是异戊烯基聚氧乙烯醚或甲基烯丙基聚氧乙烯醚，分子量为1000-300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养护型聚羧酸系减水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小

单体是丙烯酸和丙烯酰胺的混合物，丙烯酰胺与丙烯酸的摩尔比为1:3-6。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养护型聚羧酸系减水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链

转移剂是巯基化合物，链转移剂的用量为聚醚大单体、小单体、调节单体和接枝单体总重量

的0.1-1.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养护型聚羧酸系减水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引

发剂是过硫酸盐或过氧化物，引发剂的用量为聚醚大单体、小单体、调节单体和接枝单体总

重量的0.5-2.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养护型聚羧酸系减水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聚

醚大单体、小单体、调节单体、接枝单体与交联剂的摩尔比为1：3-5：0 .2-0 .5：0 .1-0 .2：

0.05-0.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养护型聚羧酸系减水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

所述的底液的质量浓度为5-7％。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养护型聚羧酸系减水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

所述的溶液A的质量浓度为30-50％，溶液B的质量浓度为40-60％，溶液C的质量浓度为3-

5％。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养护型聚羧酸系减水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

所述的溶液A的滴入时间为4.0h，溶液B的滴入时间为4.0h，溶液C的滴入时间为4.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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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养护型聚羧酸系减水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混凝土添加剂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自养护型聚羧酸系减水剂及其

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混凝土作为一种人造的石材，由于具有可浇筑性、现场制作方便、经济性好等特点

而被广泛应用，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的基础。高强混凝土是混凝土发展的一个方向，其在配

制上的特点是低水胶比。由于水泥与水发生水化反应之后，混凝土会因为水分的减少而发

生自身收缩，而一般混凝土收缩变形都被限制，其内部就会产生拉应力，会导致混凝土产生

裂缝，使得混凝土的耐久性降低。因此，必须要采取一定的养护措施来控制水分蒸发，促使

水泥最大程度的水化。养护对混凝土的耐久性有重要影响，如果缺乏适当的养护措施，即使

质量优良的混凝土也会发生结构劣化和耐久性降低。

[0003] 混凝土的养护方法主要分为内部养护和外部养护两种。外部养护方法通常是向混

凝土表面喷水、覆盖湿草袋和覆盖塑料膜养护等，阻止水分的蒸发。但这些养护方法不但费

工费时，而且由于高强混凝土结构密实，外部养护用水很难进入混凝土内部，水泥水化所需

的水分无法得到补充，很难取得较好的养护效果。为了补充水泥水化所需要的水源，通常将

内养护剂掺入到混凝土中，从而在混凝土内部形成蓄水的微型“蓄水库”，然后在毛细孔负

压以及湿度梯度作用下释放出水分来促使水泥的继续水化，进而抑制其自收缩，增强了长

期耐用性和降低维护成本。

[0004] 混凝土内养护剂是一种含有羧基和羟基等强亲水性基团，可与水形成氢键发生水

合作用迅速吸收大量的液态水而呈凝胶状。一般情况下，自由水固定在聚合物内部即使在

高压的条件下也很难溢出，但在环境pH值或离子浓度大的情况下会释放出水分。在水泥水

化体系中，随着水化生成的钙离子溶解到水中，体系的pH值不断上升，促使内养护剂不断释

放出水分，保证了水泥水化所需要的水分，降低混凝土的早期和后期收缩，提高混凝土的耐

久性能，防止有害介质的侵入。

[0005] 聚羧酸系减水剂是继木质素磺酸系普通减水剂和萘系高效减水剂发展起来的第

三代混凝土减水剂，具有分子结构可设计性强和高性能化潜力大的特点。目前，聚羧酸系减

水剂呈现出了功能化和系列化的趋势。通过选择带有不同功能官能团原材料和匹配的合成

方法可以合成出具有减水、保坍、减缩、低引气等功能的聚羧酸系减水剂。

[0006] 申请号为CN201610891047.0的专利选用丙烯酸、海金沙、聚乙烯亚胺和聚山梨酯

等原材料，通过超声和离心等处理获得一种早强型聚羧酸型减水剂。

[0007] 中国专利CN201410461242.0的专利介绍了一种用单体A异戊烯基聚氧乙烯醚、单

体B丙烯酸，单体C马来酸酐和单体D甲基丙烯醇聚氧丁烯氧丙烯基醚合成一种低引气减缩

型聚羧酸减水剂，该产品在较低的掺量下就具有较好减水和减少水泥砂浆和混凝土收缩的

效果。

[0008] 中国专利CN201610930001.5的专利介绍了一种用不饱和聚氧乙烯醚、不饱和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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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饱和酯、酰胺衍生物、交联剂、市售抗泥助剂和去离子水制备出具有一种集减水、保坍、抗

泥和早强功能的综合型聚羧酸减水剂。

[0009] 现有技术可通过选择不同功能官能团的单体合成出具有相应功能型的聚羧酸系

减水剂，但都未涉及到有自养护型功能的聚羧酸系减水剂。

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自养护型聚羧酸系减水剂，通过合理的分子结构设计，

选用不同功能官能团的单体，使得产品除具有较好的减水和保塑效果外，还具有自养护功

能，缓解了混凝土尤其是高标号混凝土因失水而出现的土力学和耐久性能差的问题。

[0011] 本发明所述的自养护型聚羧酸系减水剂是由聚醚大单体、小单体、调节单体蓖麻

油酸甲酯、接枝单体羟乙基甲基纤维素钠、交联剂二甲基丙烯酸乙二醇酯、链转移剂、引发

剂和去离子水制成。

[0012] 所述的聚醚大单体是异戊烯基聚氧乙烯醚(TPEG)或甲基烯丙基聚氧乙烯醚

(HPEG)，分子量为1000-3000。

[0013] 所述的小单体是丙烯酸和丙烯酰胺的混合物，丙烯酰胺与丙烯酸的摩尔比为1:3-

6。

[0014] 所述的链转移剂是巯基化合物，链转移剂的用量为聚醚大单体、小单体、调节单体

和接枝单体总重量的0.1-1.0％。

[0015] 所述的引发剂是过硫酸盐或过氧化物，引发剂的用量为聚醚大单体、小单体、调节

单体和接枝单体总重量的0.5-2.5％。

[0016] 所述的聚醚大单体、小单体、调节单体、接枝单体与交联剂的摩尔比为1：3-5：0.2-

0.5：0.1-0.2：0.05-0.1。

[0017] 本发明所述的自养护型聚羧酸系减水剂的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0018] (1)先向反应釜中加入去离子水和接枝单体羟乙基甲基纤维素钠，加热至50-80

℃，得到底液；

[0019] (2)将聚醚大单体和去离子水配成溶液A，将小单体、调节单体蓖麻油酸甲酯、交联

剂二甲基丙烯酸乙二醇酯、链转移剂和去离子水配制成溶液B，将引发剂和去离子水配成溶

液C；在反应温度为50-80℃下，将溶液A、B和C同时滴入底液中；

[0020] (3)滴加完毕后，在50-80℃下，继续保温反应1.0-2.0h；

[0021] (4)降至常温，用氢氧化钠调节pH到7-9，并加去离子水将反应体系的总固含量稀

释到20-30％，即得。

[0022] 步骤(1)中所述的底液的质量浓度为5-7％。

[0023] 步骤(2)中所述的溶液A的质量浓度为30-50％，溶液B的质量浓度为40-60％，溶液

C的质量浓度为3-5％。

[0024] 步骤(2)中所述的溶液A的滴入时间为4.0h，溶液B的滴入时间为4.0h，溶液C的滴

入时间为4.5h。

[0025] 步骤(2)中将溶液A、B和C同时滴入底液中，其中，溶液A  4 .0h匀速滴完，溶液B 

4.0h匀速滴完，溶液C  4.5h匀速滴完。

[0026] 本发明采取聚醚大单体溶液、小单体溶液和引发剂溶液分别滴加的方式，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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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减水剂分子结构的均衡；丙烯酸和丙烯酰胺的聚合活性较大，加入链转移剂，以调节自

由基反应速率。

[0027] 通过在具有梳形结构的聚羧酸系减水剂分子结构中接枝共聚羟乙基甲基纤维素

钠，并经交联剂二甲基丙烯酸乙二醇酯进行适度的交联后，生成多羟基的吸水结构，能有效

的保持水泥水化所需要的内部水，然后在混凝土的碱性环境下缓慢释放出水分，使其具有

吸水自养护功能。

[0028] 减水剂分子中的聚醚大单体支链产生的空间位阻效应和羧基提供的静电斥力作

用以及酰胺基的水解缓释作用，使得减水剂分子被水泥颗粒吸附后呈现出优异的减水和保

坍性能。

[0029] 调节单体蓖麻油酸甲酯的加入，使得聚羧酸系减水剂分子在具有吸水结构的同

时，仍具有一定的憎水性，保持加入减水剂的混凝土优异的工作性、物理力学性和耐久性

能。

[0030]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31] (1)通过在分子结构中引入羟乙基甲基纤维素钠，并经交联剂二甲基丙烯酸乙二

醇酯进行适度交联后，可以溶胀，能有效的保持水泥水化所需要的内部水，具有自养护功

能。丙烯酰胺在碱性条件下水解具有坍落度保持性能；聚醚大单体中含有醚键，在碱性环境

下具有较好的稳定性。蓖麻油酸甲酯可增加减水剂的憎水性，使混凝土具有较好的综合性

能。

[0032] (2)聚合反应中，采取聚醚大单体溶液、小单体溶液和引发剂溶液滴加的方式，降

低了操作强度，可控制性强，而且有利于保证生成减水剂产品的质量。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

[0034] 为简化表述，以下用TPEG表示异戊烯基聚氧乙烯醚，HPEG表示甲基烯丙基聚氧乙

烯醚；QYN表示羟乙基甲基纤维素钠；BMZ表示蓖麻油酸甲酯；ACAM表示丙烯酰胺；AA表示丙

烯酸；RJZ表示二甲基丙烯酸乙二醇酯。

[0035] 实施例1

[0036] TPEG分子量1200，大单体TPEG：小单体ACAM和AA：调节单体BMZ：接枝单体QYN：交联

剂RJZ的摩尔比是1:3.5:0.2:0.1:0.05，其中ACAM：AA的摩尔比为1:5，链转移剂为巯基乙

酸，其用量为聚醚大单体、小单体、调节单体和接枝单体总质量的0.1％，引发剂为过硫酸

钾，其用量为聚醚大单体、小单体、调节单体和接枝单体总质量的0.5％，配成3.0％的水溶

液。

[0037] 向反应瓶中加入QYN，并加入去离子水配成浓度为5％的底液，打开搅拌，升温至60

℃。TPEG加去离子水配成50％的溶液A，AA、ACAM、BMZ、RJZ、链转移剂和去离子水配成30％的

溶液B，与引发剂过硫酸钾溶液C，同时滴加到60℃的底液中。其中，溶液A  4.0h匀速滴完，溶

液B  4.0h匀速滴完，溶液C  4.5h匀速滴完。溶液C加完后，在60℃下继续保温1.5h。降温至30

℃以下，用氢氧化钠调节pH到7-8，再加水调整至固含量30％，即为自养护型聚羧酸系减水

剂产品S-1。

[0038] 实施例2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107057003 B

5



[0039] HPEG分子量2400，大单体HPEG：小单体ACAM和AA：调节单体BMZ：接枝单体QYN：交联

剂RJZ的摩尔比是1:5:0.3:0.1:0.08，其中ACAM：AA的摩尔比为1:4，链转移剂为巯基乙酸，

其用量为聚醚大单体、小单体、调节单体和接枝单体总质量的0.5％，引发剂为过硫酸钾，其

用量为聚醚大单体、小单体、调节单体和接枝单体总质量的0.6％，配成3.0％的水溶液。

[0040] 向反应瓶中加入QYN，并加入去离子水配成浓度为6％的底液，打开搅拌，升温至70

℃。TPEG加去离子水配成30％的溶液A，AA、ACAM、BMZ、RJZ、链转移剂和去离子水配成30％的

溶液B与引发剂过硫酸钾溶液C，同时滴加到70℃的底液中。其中，溶液A  4.0h匀速滴完，溶

液B  4.0h匀速滴完，溶液C  4.5h匀速滴完。溶液C加完后，在60℃下继续保温1.0h。降温至30

℃以下，用氢氧化钠调节pH到7-8，再加水调整至固含量30％，即为自养护型聚羧酸系减水

剂产品S-2。

[0041] 实施例3

[0042] HPEG分子量3000，大单体HPEG：小单体ACAM和AA：调节单体BMZ：接枝单体QYN：交联

剂RJZ的摩尔比是1:4:0.4:0.1:0.1，其中ACAM：AA的摩尔比为1:4，链转移剂为巯基丙酸，其

用量为聚醚大单体、小单体、调节单体和接枝单体总质量的0.2％，引发剂为过硫酸铵，其用

量为聚醚大单体、小单体、调节单体和接枝单体总质量的1.0％，配成5.0％的水溶液。

[0043] 将QYN加入到反应瓶中，并加入去离子水配成浓度为7％的底液，打开搅拌，升温至

60℃。TPEG加去离子水配成40％的溶液A，AA、ACAM、BMZ、RJZ、链转移剂和去离子水配成35％

的溶液B与引发剂过硫酸铵溶液C，同时滴加到60℃的底液中。其中，溶液A  4.0h匀速滴完，

溶液B  4.0h匀速滴完，溶液C  4.5h匀速滴完。溶液C加完后，继续在60℃下保温1.0h。降温至

30℃以下，用氢氧化钠调节pH到7-8，再加水调整至固含量30％，即为自养护型聚羧酸系减

水剂产品S-3。

[0044] 对比例1

[0045] TPEG分子量2400，TPEG：AA：ACAM的摩尔比为1：2：1，引发剂为过氧化氢，其用量为

单体总质量的1.0％，配成3.0％的水溶液；链转移剂为巯基乙酸，其用量为单体总质量的

0.3％。

[0046] 将TPEG2400加入到反应瓶中，并加入去离子水配成浓度为40％的底液，打开搅拌，

升温至60℃。将ACAM、AA、链转移剂和一定量的水配成30％的水溶液A与引发剂过氧化氢溶

液B，同时滴加到60℃的底液中，4.0h滴完。A、B料加完后再保温1.5h。降温至30℃以下，用氢

氧化钠调节pH到7-8，加水调整至固含量至30％左右，即获得对比产品C-1。

[0047] 对比例2

[0048] HPEG分子量3000，HPEG：AA：ACAM摩尔比为1：3：1，引发剂为过硫酸铵，其用量为单

体总质量的0.7％，配成5.0％的水溶液；链转移剂为巯基丙酸，其用量为单体总质量的

0.2％。

[0049] 向反应瓶中加入用量为HPEG3000总质量45％的去离子水作为底水，打开搅拌，升

温至70℃。将HPEG加定量的去离子水配成40％的水溶液A，AA、ACAM、链转移剂巯基丙酸和一

定量的水配成35％的水溶液B与引发剂过硫酸铵溶液C，同时滴加到70℃的底水中。其中A料

4.0h匀速滴完，B料4.0h匀速滴完，C料4.5h匀速滴完。C料加完后，继续在70℃下保温1.0h。

降温至30℃以下，用氢氧化钠调节pH到7-8，再加水调整至固含量30％，即获得对比产品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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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对比例3

[0051] HPEG分子量2400，HPEG：AA：ACAM摩尔比为1：4：1，引发剂为过硫酸钾，其用量为单

体总质量的1.5％，配成5.0％的水溶液；链转移剂为巯基乙酸，其用量为单体总质量的

0.3％。

[0052] 将HPEG2400加入到反应瓶中，加入一定量的去离子水配成浓度为45％的底液，将

ACAM、AA、链转移剂和一定量的水配成50％的水溶液A与引发剂过硫酸钾溶液B，同时滴加到

60℃的底液中，A料3.5h加完，B料3.0h滴完。A料加完后，继续在60℃下保温1.0h。降温至30

℃以下，用氢氧化钠调节pH到7-8，加水调整至固含量至30％左右，即获得对比产品C-3。

[0053] 实施效果

[0054] 下面具体说明上述3个实施例和3个对比例的使用效果：

[0055] 选用山铝牌P.O  42.5水泥；砂子为Ⅱ区中砂，细度模数为2.7，含泥量为1.2％；石

子采用粒径为公称5mm-20mm的碎石，采用二级配，其中5mm-10mm占30％，10mm-20mm占70％，

满足连续级配要求；矿粉：S95级；粉煤灰：Ⅱ级；C50混凝土配合比为水泥：矿粉：粉煤灰：砂

子：石子：水＝370：60：60：670：1115：155。

[0056] 混凝土工作性、28d抗压强度和抗裂性能进行检测。3个实施例得到的样品依顺序

编号为S-1、S-2、S-3；3个对比例得到的样品依顺序编号为C-1、C-2、C-3；试验结果见表1。

[0057] 表1实施例1-3和对比例1-3产品性能检测

[0058]

[0059] 从表1中可以看出，与普通的聚羧酸系减水剂C1-C3相比，使用自养护型聚羧酸系

减水剂混凝土减水率虽然低，但产品的坍落度损失较小，28d抗压强度较高，且混凝土开裂

条纹少且开裂面积也小，甚至没有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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