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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性能聚羧酸保坍剂及

其制备方法。所述保坍剂，按重量份，包括如下组

分：大单体300～350份，A剂45～60份，B剂4.0～

4.5份，C剂3.5～7.0份；去离子水500～550份，所

述大单体为异戊烯醇聚氧乙烯醚中的任一种或

两者的混合物；其中，A剂为小单体及缓释小单体

的混合物；所述小单体为丙烯酸，所述缓释小单

体为丙烯酸羟乙酯或丙烯酸羟丙酯中的任一种

或两种；所述小单体及缓释小单体的质量比为1：

1.2～2.5；B剂包括1.2～1 .8重量份的还原剂，

2.2～3.5重量份的链转移剂；C剂为引发剂。本发

明的聚羧酸高性能保坍剂具有高减水率和良好

的保坍能力，引气量低于市售产品，并且整个过

程无需加热，节能环保，绿色无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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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性能聚羧酸保坍剂，其特征在于，按如下步骤制备而成：在1L容量的四口烧瓶

中加入300g异戊烯醇聚氧乙烯醚以及250g去离子水，搅拌溶解，溶解完全后加入3.5g过硫

酸铵，十分钟后同时滴加A液、B液和C液；所述A液由25g丙烯酸、20g丙烯酸羟乙酯、15g丙烯

酸甲酯以及30g去离子水组成；所述B液由1.6g维生素C、2.8g巯基乙酸以及80g去离子水组

成；C液由3.5g浓度为27.5％的双氧水以及86g去离子水组成；A液滴加4小时，B液和C液滴加

4.5小时，如果滴加过程中体系温度超过45℃，需要开启降温系统，使反应釜内温度维持在

42～45℃；滴加结束后熟化1.5小时，补83g去离子水将所得产品调至40％含固。

2.一种高性能聚羧酸保坍剂，其特征在于，按如下步骤制备而成：在1L容量的四口烧瓶

中加入310g异戊烯醇聚氧乙烯醚以及250g去离子水，搅拌溶解，溶解完全后加入2.5g过硫

酸铵，十分钟后同时滴加A液、B液和C液；所述A液由20g丙烯酸、10g马来酸酐、20g丙烯酸羟

乙酯、5g乙酸乙烯酯以及30g去离子水组成；所述B液由1.6g维生素C、2.4g巯基丙酸以及80g

去离子水组成；C液由3.5g浓度为27.5％的双氧水以及86g去离子水组成；A液滴加3小时，B

液和C液滴加3.5小时，如果滴加过程中体系温度超过45℃，需要开启降温系统，使反应釜内

温度维持在42～45℃；滴加结束后熟化2小时，补92g去离子水将所得产品调至40％含固。

3.一种高性能聚羧酸保坍剂，其特征在于，按如下步骤制备而成：在1L容量的四口烧瓶

中加入310g异戊烯醇聚氧乙烯醚、250g去离子水，搅拌溶解，溶解完全后加入2g过硫酸铵和

1.2g过硫酸钾，十分钟后同时滴加A液、B液和C液；所述A液由20g丙烯酸、3g2-丙烯酰胺-2-

甲基丙磺酸、20g丙烯酸羟丙酯、11丙烯酸羟乙酯、5.0g乙酸乙烯酯以及30g去离子水组成；

所述B液由0.5g吊白块、1.2g维生素C、0.8g巯基乙酸、2.0g巯基丙酸以及80g去离子水组成；

C液由2.5g浓度为27.5％的双氧水以及86g去离子水组成；A液滴加3.5小时，B液和C液滴加

4.0小时，如果滴加过程中体系温度超过45℃，需要开启降温系统，使反应釜内温度维持在

42～45℃；滴加结束后熟化2小时，补95g去离子水将所得产品调至40％含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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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性能聚羧酸保坍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性能聚羧酸保坍剂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蓬勃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所必须的混凝土的各方面性能

也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对混凝土保坍剂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聚羧酸系保坍剂是第三代高

性能保坍剂，具有掺量低、减水率大、塌落度损失小，与水泥适应性好等特点。聚羧酸系保坍

剂可以大幅度提高提高粉煤灰、矿粉等混合材料的用量，绿色环保，能大幅度节约水泥，配

置高强、超高强度混凝土等优点，广泛用于商品混凝土、高强混凝土、高性能混凝土等，特别

适用于高速铁路、桥梁、海港码头、水利工程等高强度、高耐久性、高水泥适应性的混凝土工

程。

[0003] 由于目前制备高性能聚羧酸系保坍剂的方法多为高温条件下反应，对资源消耗极

大，不利于环保节能，因此亟需一种高性能聚羧酸系保坍剂的常温制备方法。

发明内容

[0004] 基于以上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所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高性能聚羧酸

系保坍剂，所述保坍剂，按重量份，包括如下组分：大单体300～350份，A剂45～60份，B剂4.0

～4.5份，C剂3.5～7.0份；去离子水500～550份，所述大单体为异戊烯醇聚氧乙烯醚；

[0005] 其中，A剂为小单体及缓释小单体的混合物；所述小单体及缓释小单体的质量比为

1：1.2～2.5；

[0006] B剂包括1.2～1.8重量份的还原剂，2.2～3.5重量份的链转移剂；

[0007] C剂为引发剂。

[0008] 优选的，还原剂为维生素C，吊白块，亚硫酸铁，焦亚硫酸钠，亚硫酸氢钠，次磷酸

钠，葡萄糖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链转移剂为巯基乙醇，巯基乙酸，巯基丙酸，甲基丙烯磺酸

钠，十二烷基硫醇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引发剂为浓度27.5％的双氧水，过硫酸钠，过硫酸

铵，过硫酸钾，偶氮二异丁腈中的一种或几种。

[0009] 优选的，小单体为第一小单体或第一小单体与第二小单体的混合物；所述第一小

单体为丙烯酸，所述第二小单体为丙烯酰胺，甲基丙烯酸，马来酸，富马酸，2-丙烯酰胺-2-

甲基丙磺酸，甲基丙烯磺酸钠中的任一种或几种.

[0010] 优选的，所述第一小单体与第二小单体的质量比为1～7：0～1。

[0011] 优选的，缓释小单体为第一缓释小单体或第一缓释小单体及第二缓释小单体的混

合物，所述第一缓释小单体为丙烯酸羟乙酯或丙烯酸羟丙酯中的任一种或两种，所述第二

缓释小单体为丙烯酸甲酯，乙酸乙烯酯，马来酸酐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2] 优选的，所述第一缓释小单体与第二缓释小单体的质量比为1～6：0～1。

[0013] 优选的，所述聚羧酸保坍剂包括如下组分：大单体300～320份，第一小单体丙烯酸

20份，第二小单体2-丙烯酰胺-2-甲基丙磺酸3份，第一缓释小单体丙烯酸羟乙酯11份，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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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羟丙酯20份，第二缓释小单体乙酸乙烯酯5份，还原剂维生素C  1.2份，链转移剂巯基乙酸

0.8份，巯基丙酸2份，引发剂过硫酸铵2份，过硫酸钾1.2份，浓度27.5％的双氧水2.5份，去

离子水500～550份。

[0014] 本发明还提出了上述高性能聚羧酸保坍剂的制备方法，包含如下步骤：

[0015] 步骤一、将大单体投入0.8～0.9倍质量的去离子水中，搅拌至完全溶解得到溶液；

[0016] 步骤二、将C剂加入去离子水调成质量分数为0.1％-1.0％的C溶液，向步骤一制得

的大单体溶液中投入C溶液并搅拌5～20分钟；所述C剂的加入量为溶液质量的0.6～0.7％；

[0017] 步骤三、将A剂、B剂分别加入去离子水分别调成A溶液及B溶液；所述A溶液由质量

分数为1％～3％的小单体水溶液及质量分数为2％～7％的缓释小单体水溶液组成，B溶液

由质量分数为0.03％-0.4％的还原剂水溶液及质量分数为0.08％～0.4％的链转移剂水溶

液组成；向步骤二制得的溶液中同时滴加A液、B液和C液并不停搅拌，直至保温结束；

[0018] 步骤四、将步骤三制得的混合液熟化0.5～2小时，然后补去离子水至固含量为

40％即制得成品。

[0019]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步骤三中，还包括滴加C溶液，滴加过程中持续搅

拌。

[0020]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步骤三在滴加A液、B液和C液的过程中观察体系温

度，如果温度超过45℃，需开启降温系统进行降温，将体系温度降至42～45℃。与粗放式的

自由升温反应体系相比较，本反应体系的引发速率相对稳定，合成的产品性能也更稳定，而

且聚合物的分子量分布窄，有效分子量的聚合物比例更高，最终的减水和保坍性能更加优

异。

[0021]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步骤五的熟化温度为40～45℃，熟化过程保持搅

拌。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具有如下有益效果：本发明的聚羧酸高性能

保坍剂具有高减水率和良好的保坍能力，并且引气量低于市售产品，并且整个过程无需加

热，节能环保，绿色无污染。

[0023] 上述说明仅是本发明技术方案的概述，为了能够更清楚了解本发明的技术手段，

而可依照说明书的内容予以实施，并且为了让本发明的上述和其他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

更明显易懂，以下结合优选实施例，详细说明如下。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其作为本说明书的一部分，通过实施例来

说明本发明的原理，本发明的其他方面、特征及其优点通过该详细说明将会变得一目了然。

[0025] 实施例1

[0026] 在1L容量的四口烧瓶中加入300g异戊烯醇聚氧乙烯醚、250g去离子水，搅拌溶解，

溶解完全后反应釜底直接加入C液(所述C液由3.0g过硫酸铵和3.0浓度为27 .5％的双氧

水)，十分钟后同时滴加A液和B液(所述A液由25g丙烯酸、35g丙烯酸羟乙酯以及30g去离子

水组成；所述B液由1.6g维生素C、2.8g巯基乙酸以及80g去离子水组成)。A液滴加4小时，B液

滴加4.5小时，如果滴加过程中体系温度超过45℃，需要开启降温系统，使反应釜内温度维

持在42～45℃。滴加结束后熟化2小时，补169g去离子水将所得产品调至40％含固。即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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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羧酸高性能保坍剂成品PC-1。

[0027] 实施例2

[0028] 在1L容量的四口烧瓶中加入300g异戊烯醇聚氧乙烯醚、5g丙烯酸以及250g去离子

水，搅拌溶解，溶解完全后加入3.5g过硫酸铵，十分钟后同时滴加A液、B液和C液(所述A液由

20g丙烯酸、35g丙烯酸羟乙酯以及30g去离子水组成；所述B液由1.6g维生素C、2.8g巯基乙

酸以及80g去离子水组成；C液由3.0g浓度为27.5％的双氧水以及86g去离子水组成)。A液滴

加4小时，B液和C液滴加4.5小时，如果滴加过程中体系温度超过45℃，需要开启降温系统，

使反应釜内温度维持在42～45℃。滴加结束后熟化2小时，补76g去离子水将所得产品调至

40％含固。即得到聚羧酸高性能保坍剂成品PC-2。

[0029] 实施例3

[0030] 在1L容量的四口烧瓶中加入300g异戊烯醇聚氧乙烯醚以及250g去离子水，搅拌溶

解，溶解完全后加入3.5g过硫酸铵，十分钟后同时滴加A液、B液和C液(所述A液由25g丙烯

酸、20g丙烯酸羟乙酯、15g丙烯酸甲酯以及30g去离子水组成；所述B液由1.6g维生素C、2.8g

巯基乙酸以及80g去离子水组成；C液由3.5g浓度为27 .5％的双氧水以及86g去离子水组

成)。A液滴加4小时，B液和C液滴加4.5小时，如果滴加过程中体系温度超过45℃，需要开启

降温系统，使反应釜内温度维持在42～45℃。滴加结束后熟化1.5小时，补83g去离子水将所

得产品调至40％含固。即得到聚羧酸高性能保坍剂成品PC-3。

[0031] 实施例4

[0032] 在1L容量的四口烧瓶中加入310g异戊烯醇聚氧乙烯醚以及250g去离子水，搅拌溶

解，溶解完全后加入2.5g过硫酸铵，十分钟后同时滴加A液、B液和C液(所述A液由20g丙烯

酸、10g马来酸酐、20g丙烯酸羟乙酯、5g乙酸乙烯酯以及30g去离子水组成；所述B液由1.6g

维生素C、2.4g巯基丙酸以及80g去离子水组成；C液由3.5g浓度为27.5％的双氧水以及86g

去离子水组成)。A液滴加3小时，B液和C液滴加3.5小时，如果滴加过程中体系温度超过45

℃，需要开启降温系统，使反应釜内温度维持在42～45℃。滴加结束后熟化2小时，补92g去

离子水将所得产品调至40％含固。即得到聚羧酸高性能保坍剂成品PC-4。

[0033] 实施例5

[0034] 在1L容量的四口烧瓶中加入310g异戊烯醇聚氧乙烯醚、250g去离子水，搅拌溶解，

溶解完全后加入2g过硫酸铵和1.2g过硫酸钾，十分钟后同时滴加A液、B液和C液(所述A液由

20g丙烯酸、3g2-丙烯酰胺-2-甲基丙磺酸、20g丙烯酸羟丙酯、11丙烯酸羟乙酯、5.0g乙酸乙

烯酯以及30g去离子水组成；所述B液由0.5g吊白块、1.2g维生素C、0.8g巯基乙酸、2.0g巯基

丙酸以及80g去离子水组成；C液由2.5g浓度为27.5％的双氧水以及86g去离子水组成)。A液

滴加3.5小时，B液和C液滴加4.0小时，如果滴加过程中体系温度超过45℃，需要开启降温系

统，使反应釜内温度维持在42～45℃。滴加结束后熟化2小时，补95g去离子水将所得产品调

至40％含固。即得到聚羧酸高性能保坍剂成品PC-5。

[0035] 依照国标GB8076-2008《混凝土外加剂》中的检测标准对以上实施例与市售同类型

某两种聚羧酸产品(代号PCK-1、PCK-2)进行混凝土减水率，保坍性能及含气量检测，检测结

果如表1所示。

[0036] 表1、本发明实施例制得高性能聚羧酸保坍剂成品与市售产品性能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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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0038] 由表1可以看出，在相同固掺量的条件下，本发明的聚羧酸高性能保坍剂具有更高

的初期减水率和更好的保坍能力，并且引气量低于市售产品。可见，本发明所合成的聚合物

保坍时间更长，且缓释量更加均衡稳定，能有效避免出现后期保坍性能集中释放导致的混

凝土容易离析泌水，影响施工性的问题。

[0039] 以上所述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而已，当然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发明之权利范

围，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

以做出若干改进和变动，这些改进和变动也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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