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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玻璃保温系统专用胶粘剂及其制备方

法和使用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建筑材料胶粘剂技术领域，具体

地说是泡沫玻璃保温系统专用胶粘剂及其制备

方法和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如下质量百

分比的原料制备而成：水泥20％-40％；黄沙

51％-63％；可再分散性胶粉2.5％-4％；憎水胶

粉1.4％-2％；纤维素醚0.1％-1％；粉煤灰5％-

10％；所述的水泥为42.5级水泥；所述的黄沙为

40～70目的干中沙。本发明同现有技术相比，具

有足够的拉伸粘接强度及抗剪切强度性能，尤其

是有优异的耐水拉伸粘接强度，且具备柔性要

求；解决了外墙保温体系中基层材料与泡沫玻璃

粘接的匹配性，为建筑保温市场提供了综合性能

优异的泡沫玻璃保温系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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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泡沫玻璃保温系统专用胶粘剂，其特征在于，采用如下质量百分比的原料制备

而成：

所述的水泥为42.5级水泥；所述的黄沙为40～70目的干中沙；

所述的可再分散性胶粉采用醋酸乙烯酯/乙烯共聚胶粉；

所述的憎水胶粉采用德国瓦克8031H胶粉；

所述的纤维素醚采用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

2.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泡沫玻璃保温系统专用胶粘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采

用如下制备步骤：

(1)、按所述原料的配比称量；

(2)、将称量好的水泥与黄沙先用搅拌机搅拌10分钟，搅拌速率120转/min；

(3)、再投入可再分散性胶粉、憎水胶粉、纤维素醚、粉煤灰继续用搅拌机搅拌20分钟，

搅拌速率120转/min；

(4)、出料包装。

3.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泡沫玻璃保温系统专用胶粘剂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胶粘剂兑水使用，所述的胶粘剂与水按质量比1:0.23进行混合，再用手持电动搅拌机

搅拌到均匀无结块状，静止5～10min，再搅拌3～5min，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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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玻璃保温系统专用胶粘剂及其制备方法和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材料胶粘剂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泡沫玻璃保温系统专用胶粘剂

及其制备方法和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国家对节能要求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建筑物外墙保温节能体系发展迅速，各种

材料组成的保温系统应运而生。

[0003] 建筑物外墙保温薄抹灰系统，在我国已经应用于各类建筑工程，是国家产业政策

大力推广的建筑节能技术，它能有效的阻隔墙体的热量传导，提高建筑物的保温性能，其基

本构造是由：基层墙体、胶粘剂层、保温材料层、抹面胶浆层、饰面层组成。组成保温系统用

的保温材料有多种多样，有有机的和无机的材料，有柔性的也有刚性的材料，其中胶粘剂是

整个保温系统中很关键的一个部分。

[0004] 胶粘剂的一面粘贴在基层墙体，另一面粘贴住保温材料层，要求胶粘剂不但能够

粘接基层墙体和保温材料层两种不同材料的界面，并且需要达到一定的拉伸粘接强度，它

关系到整个保温系统的安全性、牢固性，保证保温材料层不空鼓、不脱落，能与基层墙体牢

固的粘接在一起。保温材料层除自重外，外侧的抹面胶浆层、饰面层又增加了荷载，而且在

长期的使用中需经历热冷循环，狂风暴雨，并承受一定的风压，胶粘剂的拉伸粘接强度和压

缩剪切胶粘强度，是其基本的技术性能指标。

[0005] 由于胶粘剂层处于结构墙体——基层墙体和保温材料层的结合处，当夏季室内采

取降温措施时，此结合部位的温度和室内接近，与室外温度有较大的温差，因此当室外湿度

较大时，此处容易发生结露的现象，所以胶粘剂还必须具有良好的耐水性，这又是一项关键

的的技术。

[0006] 但无论用什么材料，保温系统还必须是一个柔性的系统，因为建筑物受温差变化

会给材料带来膨胀或收缩，这些应力变化必须由保温系统的柔软性自行平衡掉，才能保证

系统长期使用的稳定，否则就会造成材料开裂，保温材料层脱落的质量和安全事故。目前，

市场上使用较多的有机发泡保温材料本身具有弹性，与刚性的水泥基粘接材料结合，从系

统的柔性角度而言没有问题，但有机保温材料存在一个易燃烧的安全性问题，为此在建筑

物保温方面的使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0007] 泡沫玻璃是一种具有容重轻(≤160kg/m3)、不燃烧、强度高、导热系数低、耐候性

好的无机保温材料，目前正越来越多的被应用于建筑保温领域。长期以来，泡沫玻璃没有被

大面积应用于建筑物外墙保温的原因之一，是用于泡沫玻璃与建筑物基层之间的水泥基胶

粘剂，在粘接性能上的稳定性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解决。因为泡沫玻璃是一种轻质的脆性材

料，如胶粘剂粘接力太小，粘接强度不够容易脱落；如粘接力太大，会使泡沫玻璃开裂。如用

市场上粘接瓷砖用的，基本配方为：水泥：32％-50％；黄沙：48.9％-65.5％；聚合物乳胶：

1％-2％；纤维素醚：0.1％-0.5％的水泥基粘接剂，与瓷砖配合，可以达到足够的粘接力，按

JC/T  547-2005《陶瓷墙地砖胶粘剂》标准要求，拉伸粘接原强度、耐水拉伸粘接强度均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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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0.5MPa。但如将此胶粘剂用于泡沫玻璃与墙体的粘接时，粘接剂失水干燥时的收缩力

会使泡沫玻璃开裂，导致粘接失败。要使泡沫玻璃建筑外墙保温体系保持稳定，与之匹配的

水泥基胶粘剂，要有其特殊的要求，除了要有一定的粘接强度外，还要有一定的柔软性，才

能确保整个保温系统的稳定、安全、可靠。

[0008] 胶粘剂的粘接强度与柔软性是一对矛盾，在提高柔软性的同时，必定会影响到粘

接强度。

[0009] 根据JG/T  469-2015《泡沫玻璃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技术要求》标准要求，泡沫玻

璃保温系统专用胶粘剂的基本技术性能指标如下：

[0010] 1、拉伸粘接强度(与水泥砂浆块)

[0011] 1)原强度：≥0.6MPa；

[0012] 2)浸水48h，干燥2h(小时)后的强度≥0.3MPa；

[0013] 3)浸水48h，干燥7d(天)后的强度≥0.6MPa；

[0014] 2、拉伸粘接强度(与泡沫玻璃板)

[0015] 1)原强度≥0.1MPa；

[0016] 2)浸水48h，干燥2h(小时)后的强度≥0.06MPa；

[0017] 3)浸水48h，干燥7d(天)后的强度≥0.1MPa；

[0018] 3、压缩剪切胶粘强度≥0.3MPa。

发明内容

[0019]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泡沫玻璃保温系统用独特配方的

专用胶粘剂，是一种以水泥为主要胶凝材料并参入增稠剂、保水剂等外加剂，同时辅以矿物

集细料组成的混合物，以解决泡沫玻璃与建筑物外墙基层之间的粘接匹配性；在保证达到

基本拉伸粘接强度的前提下，提升粘接剂的柔软性，确保了整个系统的稳定。

[0020] 为实现上述目的，设计一种泡沫玻璃保温系统专用胶粘剂，其特征在于，采用如下

质量百分比的原料制备而成：

[0021]

[0022]

[0023] 所述的水泥为42.5级水泥；所述的黄沙为40～70目的干中沙。

[0024] 所述的可再分散性胶粉采用醋酸乙烯酯/乙烯共聚胶粉。

[0025] 所述的憎水胶粉采用德国瓦克8031H胶粉。

[0026] 所述的纤维素醚采用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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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一种泡沫玻璃保温系统专用胶粘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如下制备步骤：

[0028] (1)、按所述原料的配比称量；

[0029] (2)、将称量好的水泥与黄沙先用搅拌机搅拌10分钟，搅拌速率120转/min；

[0030] (3)、再投入可再分散性胶粉、憎水胶粉、纤维素醚、粉煤灰继续用搅拌机搅拌20分

钟，搅拌速率120转/min；

[0031] (4)、出料包装。

[0032] 一种泡沫玻璃保温系统专用胶粘剂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胶粘剂兑水

使用，所述的胶粘剂与水按质量比1∶0.23进行混合，再用手持电动搅拌机搅拌到均匀无结

块状，静止5～10min，再搅拌3～5min，即可使用。

[0033] 本发明同现有技术相比，具有足够的拉伸粘接强度及抗剪切强度性能，尤其是有

优异的耐水拉伸粘接强度，且具备柔性要求；解决了外墙保温体系中基层材料与泡沫玻璃

粘接的匹配性，经过大量的工程实践证明，采用本胶粘剂的泡沫玻璃保温系统稳定、安全、

可靠，在增加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为建筑保温市场提供了综合性能优异的泡沫玻璃保温

系统产品。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地描述。

[0035] 实施例1

[0036] 本例中的泡沫玻璃保温系统专用胶粘剂，采用如下质量百分比的原料制备而成：

[0037]

[0038] 所述的水泥为42.5水泥；所述的黄沙为40～70目的干中沙。

[0039] 本发明中可再分散性胶粉采用德国瓦克 5044N，是一种遇水可再分散

的醋酸乙烯酯/乙烯共聚胶粉，其玻璃化转变温度Tg为-7℃，最低成膜温度0℃以下。

[0040] 憎水胶粉为憎水性的胶粉，品牌、型号：德国瓦克 8031H，最低成膜温

度0℃，添加此胶粉的目的是使其对水有排斥性，有助于提高粘接剂的耐水拉伸粘接强度。

[0041] 由于醋酸乙烯酯/乙烯共聚胶粉有较高的乙烯含量，所以有一定的柔软性，由其玻

璃化转变温度Tg表征，根据不同的牌号，胶粉的Tg在-8℃-18℃之间。选择低玻璃化温度的

胶粉，即使在寒冷的环境下，也具有良好的柔软性；除此以外胶粉还要与其他的无机材料，

如水泥、黄沙等添加剂有很好的相容性；对胶粘剂的粘合力、抗折强度、塑性、耐磨性、材料

的流动性、施工性、触变性以及保水性、成膜后的不透水性等没有任何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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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所述的纤维素醚采用上海格林凯的SN3218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其作用：

[0043] 1、纤维素醚作为保水剂，在胶粘剂中起到保水和增稠的作用，可以有效地防止胶

粘剂过快干燥和水化不够，引起强度下降和粘接层开裂的现象，从而提高了胶粘剂的拉伸

粘接原强度和耐水强度，确保了粘接的牢固性和耐久性能。

[0044] 2、纤维素醚的引入，提高了粘接剂的均质性，从而提高了施工性能。

[0045] 所述的粉煤灰是作为胶粘剂的掺合料加入。粉煤灰是我国当前排量较大的工业废

渣之一，随着电力工业的发展，燃煤电厂的粉煤灰排放量逐年增加。大量的粉煤灰不加处

理，就会产生扬尘，污染大气；若排入水系会造成河流淤塞。在此利用，既能降低一些产品的

成本，又能使废弃物循环再利用，对保护环境有其积极的社会效应。

[0046] 实施例2

[0047] 本例中泡沫玻璃保温系统专用胶粘剂的制备方法，采用如下制备步骤：

[0048] (1)按实施例1中的配比称量原料；

[0049] (2)将称量好的水泥与黄沙先搅拌10分钟，用搅拌机，搅拌速率120转/min.；

[0050] (3)再投入可再分散性胶粉、憎水胶粉、纤维素醚、粉煤灰继续用搅拌机搅拌20分

钟，搅拌速率120转/min；混合搅拌干粉胶粘剂是生产工艺中非常重要的一道工序，要求水

泥和胶粘材料均匀分布在骨料表面，只有这样才能获得高质量的胶粘剂产品；

[0051] (4)出料包装。

[0052] 本例中搅拌机采用DSH双螺旋锥形混合机。

[0053] 实施例3

[0054] 使用时，将泡沫玻璃保温系统专用胶粘剂与水按质量比1∶0.23的比例进行混合，

再用人工手持电动搅拌机搅拌3-5min使均匀无结块状，静止5min，再搅拌3-5min。

[0055] 然后在泡沫玻璃背面涂覆厚度不小于5mm，面积不小于保温板的50％的专用胶粘

剂，再贴覆在建筑物基层墙体的外墙面上。一般的胶粘剂在使用前，要对基层墙面作界面处

理如涂界面剂等，但本发明中的专用胶粘剂的特点就是不论新旧墙面，只要基层墙面坚固，

不用作如涂界面剂等专门处理，使用十分方便。

[0056] 本发明中的配方配比经过了大量的试验调整验证，其性能十分优越。采用本发明

制备的胶粘剂，经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于2016年9月1日出具的编号：JR6W8-160006的检

测报告的结果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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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0058] 本发明中水泥是主要胶凝材料，胶粉是作为增稠剂，纤维素醚作为保水剂，再辅以

矿物细集料、粉煤灰组成混合物，与水搅拌后可大幅度提高保温材料与基材之间的粘接强

度及稳定性。经大量的工程实际应用，效果良好，现已规模化应用于建筑保温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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