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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水性聚氨酯改性胶原蛋白

基混凝土发泡剂的制备方法，按照重量份包括以

下组分：二异氰酸酯，聚醚多元醇，亲水扩链剂，

小分子二元醇扩链剂，中和剂，水解胶原蛋白液，

γ-缩水甘油醚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本发明以

制革过程中产生的铬革屑废弃物碱或酸法水解

产物为原料，通过与水性聚氨酯的共聚改性，复

合水性聚氨酯优异的结构性能，得到一种润湿

性、螯合性及表面活性优异的环保型水性聚氨酯

改性胶原蛋白基混凝土发泡剂，有效地改善了胶

原水解物自身的发泡、稳泡性能及结构强度差等

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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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性聚氨酯改性胶原蛋白基混凝土发泡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由以下原

料制备：二异氰酸酯，聚醚多元醇，亲水扩链剂，小分子二元醇扩链剂，中和剂，水解胶原蛋

白液，γ-缩水甘油醚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性聚氨酯改性胶原蛋白基混凝土发泡剂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称量步骤：按照重量份称量以下组分：二异氰酸酯，聚醚多元醇，亲水扩链剂，小分子

二元醇扩链剂，中和剂，水解胶原蛋白液，γ-缩水甘油醚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

2）聚氨酯预聚体制备步骤：将定量聚醚多元醇真空除水，降温，加入二异氰酸酯于反应

釜中，反应，先升温，然后保温，得到预聚体；

3）扩链反应步骤：将步骤2）中预聚体降温，加入亲水扩链剂进行扩链，反应，然后向体

系中加入小分子二元醇扩链剂进行扩链，反应，升温，保温；

4）中和、乳化步骤：将步骤3）中产物降温，加入中和剂，中和，加入丙酮调节粘度，降温，

加入去离子水高速搅拌乳化，得到水性聚氨酯预聚体乳液；

5）水相共聚步骤：快速搅拌下，将水解胶原蛋白液加入到步骤4）中水性聚氨酯预聚体

乳液中，先高速搅拌，后低速搅拌，升温，滴加γ-缩水甘油醚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继续保

温，降温，负压下真空除去挥发物丙酮溶剂，制备出水性聚氨酯改性胶原蛋白基混凝土发泡

剂。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水性聚氨酯改性胶原蛋白基混凝土发泡剂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的二异氰酸酯为甲苯二异氰酸酯或二苯甲烷二异氰酸酯或异佛尔酮

二异氰酸酯或二环己基甲烷二异氰酸酯或六亚甲基二异氰酸酯中的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水性聚氨酯改性胶原蛋白基混凝土发泡剂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2）中的聚醚型多元醇为聚氧化丙烯醚二醇或聚四氢呋喃醚二醇中的一种。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水性聚氨酯改性胶原蛋白基混凝土发泡剂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的小分子二元醇扩链剂为乙二醇或丙二醇或1,4-丁二醇或一缩二乙

二醇中的一种。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水性聚氨酯改性胶原蛋白基混凝土发泡剂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3）中亲水扩链剂为二羟甲基丙酸或二羟甲基丁酸中的一种。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水性聚氨酯改性胶原蛋白基混凝土发泡剂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和剂为三乙胺或三正丁胺中的一种。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水性聚氨酯改性胶原蛋白基混凝土发泡剂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5）中水解胶原蛋液白来自废弃铬革屑碱或酸法水解产物，水解胶原蛋白液其

相对分子质量为10000～15000  Da，溶液含胶量为30  %～45  %，粘度在200～1000  mPa•s，游

离氨基含量3.2  %~3.5  %。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水性聚氨酯改性胶原蛋白基混凝土发泡剂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5）中的高速搅拌转速为1000~1300  r/min，低速搅拌转速为150~200  r/min。

10.一种如权利要求1-9任意一项所述的水性聚氨酯改性胶原蛋白基混凝土发泡剂的

应用，其特征在于，上述发泡剂应用于建筑行业泡沫混凝土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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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性聚氨酯改性胶原蛋白基混凝土发泡剂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水性聚氨酯改性胶原蛋白基混凝土发泡剂及其制备方法，属于精

细化工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皮革生产国，每年都要产生上百万吨含铬废弃物，这些废

弃物的遗弃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也给制革行业和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如何

有效的利用这些废弃物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0003] 对于含铬废弃物的回收再利用已有大量的报道，但主要应用于皮革填充材料、木

材胶黏剂等方面。

[0004] 泡沫混凝土作为一种新型的节能环保型建筑材料，具有密度小、质量轻、保温、隔

音、抗震等性能，被广泛应用于墙体材料中。蛋白类发泡剂因其具有优良的稳定性能、发泡

速度快、对外境友好、制备工艺简单等优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胶原蛋白作为发泡

剂，存在着稳泡及结构强度差等缺陷。

[0005] 而目前的报道成果，多采取与一些表面活性剂（如十二烷基磺酸钠、脂肪酸钾/钠

等）及一些辅料复配的方式，来一定程度上提高蛋白材料的发泡与稳泡性能。而单纯的共混

只是通过表面活性剂来增加发泡与稳泡性能，并不能直接改变蛋白分子的表面活性，性能

提升空间有限。

[0006]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了一种水性聚氨酯改性胶原蛋白基混凝土发泡

剂，该发泡剂以制革过程中产生的铬革屑废弃物碱或酸法水解产物制得的水解胶原蛋液为

原料，为铬革屑废弃物的资源化再利用增加了途径，在带来相应经济效益的同时，一定程度

上减轻了环境的压力；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水性聚氨酯改性胶原蛋白基混凝土发泡剂的制备方法，通过水解

胶原蛋液与水性聚醚型聚氨酯的共聚改性，极大地改善了水解胶原蛋液的发泡与稳泡性

能，同时通过γ-缩水甘油醚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的交联改性，不仅降低了胶原蛋白基复合

混凝土发泡剂材料的表面张力了，同时提升聚合物分子的交联密度，极大地改善了最终泡

沫混凝土材料的结构强度，得到一种泡沫性能优良的环保型混凝土发泡剂。

[0008] 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水性聚氨酯改性胶原蛋白基混凝土发泡剂，其特

征在于，由以下原料制备：二异氰酸酯，聚醚多元醇，亲水扩链剂，小分子二元醇扩链剂，中

和剂，水解胶原蛋白液，γ-缩水甘油醚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

[0009] 进一步改进：

包括以下步骤：

1）称量步骤：按照重量份称量以下组分：二异氰酸酯，聚醚多元醇，亲水扩链剂，小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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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醇扩链剂，中和剂，水解胶原蛋白液，γ-缩水甘油醚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

2）聚氨酯预聚体制备步骤：将定量聚醚多元醇真空除水，降温，加入二异氰酸酯于反应

釜中，反应，先升温，然后保温，得到预聚体；

3）扩链反应步骤：将步骤2）中预聚体降温，加入亲水扩链剂进行扩链，反应，然后向体

系中加入小分子二元醇扩链剂进行扩链，反应，升温，保温；

4）中和、乳化步骤：将步骤3）中产物降温，加入中和剂，中和，加入丙酮调节粘度，降温，

加入去离子水高速搅拌乳化，得到水性聚氨酯预聚体乳液；

5）水相共聚步骤：快速搅拌下，将水解胶原蛋白液加入到步骤4）中水性聚氨酯预聚体

乳液中，先高速搅拌，后低速搅拌，升温，滴加γ-缩水甘油醚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继续保

温，降温，负压下真空除去挥发物丙酮溶剂，制备出水性聚氨酯改性胶原蛋白基混凝土发泡

剂。

[0010] 进一步改进：

所述步骤2）中的二异氰酸酯为甲苯二异氰酸酯或二苯甲烷二异氰酸酯或异佛尔酮二

异氰酸酯或二环己基甲烷二异氰酸酯或六亚甲基二异氰酸酯中的一种。

[0011] 进一步改进：

步骤2）中的聚醚型多元醇为聚氧化丙烯醚二醇或聚四氢呋喃醚二醇中的一种。

[0012] 进一步改进：

所述步骤3）中的小分子二元醇扩链剂为乙二醇或丙二醇或1,4-丁二醇或一缩二乙二

醇中的一种。

[0013] 进一步改进：

步骤3）中亲水扩链剂为二羟甲基丙酸或二羟甲基丁酸中的一种。

[0014] 进一步改进：

所述步骤4）中和剂为三乙胺或三正丁胺中的一种。

[0015] 进一步改进：

步骤5）中水解胶原蛋液白来自废弃铬革屑碱或酸法水解产物，水解胶原蛋白液其相对

分子质量为10000～15000  Da，溶液含胶量为30  %～45  %，粘度在200～1000  mPa•s，游离氨

基含量3.2  %~3.5  %。

[0016] 进一步改进：

步骤5）中的高速搅拌转速为1000~1300  r/min，低速搅拌转速为150~200  r/min。

[0017] 进一步改进：

一种水性聚氨酯改性胶原蛋白基混凝土发泡剂的应用，其特征在于，上述发泡剂应用

于建筑行业泡沫混凝土的制备。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可以获得包括以下技术效果：

1）本发明采用无溶剂化水性聚氨酯对胶原蛋白进行改性，具有环保意义；

2）本发明利用制革生产过程中的产生废弃物铬革屑水解胶原蛋白液为原料来制备混

凝土发泡剂，极大地解决了单纯聚氨酯发泡剂的成本高的问题，更加容易被行业所接受，水

性聚氨酯发泡剂市场价2~3万元/吨，本发明的发泡剂成本价为6000~8000元/吨；

3）本发明所制得的水性聚氨酯改性胶原蛋白基混凝土发泡剂具有发泡倍数大，稳定性

能好、泡沫细致均匀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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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所制得的发泡剂具有发泡倍数大（50~80倍），稳定性能好（稳定时间60~80  h）、

泡沫细致均匀(孔径在0.1~0.4mm)。

[0019] 4）将本发明的发泡剂应用于泡沫混凝土，制得的泡沫混凝土具有重量轻（绝干密

度为400kg/m3~800kg/m
3，与常规混凝土相比重量减轻30%~60%）、塌陷率/开裂率低、结构强

度高、保温性能好（导热系数为0.08~0.18  W/(m·K)）、抗震性能优异等特点。

[0020] 5）本发明通过结构性能优异的水性聚氨酯预聚体乳液与水解胶原蛋白液以共价

键的形式交联共聚，在胶原多肽链上引入了大量的亲油链段，赋予复合材料优异的表面活

性，提升了产品的发泡与稳泡性能，也解决了单纯水性聚氨酯的成本高的问题。

[0021] 同时，采用γ-缩水甘油醚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的进一步外交联共聚，极大地改善

了泡沫混凝土产品普遍存在的结构强度差的问题。本发明在实现废弃含铬皮碎料有效资源

化利用的同时，将创造出良好的环保、经济与社会价值。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专利产品制备工艺流程图；

图2是本发明专利产品应用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实施例1，一种水性聚氨酯改性胶原蛋白基混凝土发泡剂的制备方法，  采用不锈

钢防曝反应釜，具有真空除水、加热冷却、冷凝回流、恒压滴液装置，包括以下步骤：

（1）、称取50  kg聚氧化丙烯醚二醇（分子量2000），110°C 真空脱水1~2  h，降温至60°C，

加入25  kg甲苯二异氰酸酯反应1  h，升温至82°C，保温1  h得到预聚体；

（2）、步骤（1）中预聚体降温到60°C，加入5  kg二羟甲基丙酸，进行扩链，反应1  h，然后

向体系中加入4  kg  1,4-丁二醇进行扩链，反应30  min后，升温至80°C，保温2～3  h，直到—

NCO  接近理论值（二正丁胺法检测）；

（3）步骤（2）中产物降温至50°C，加入3.5  kg三乙胺进行中和，中和15  min，加入适量丙

酮（约预聚体质量的10~15  %）调节粘度，降温至室温后，加入5°C去离子水1200  r/min搅拌

乳化5  min，得到水性聚氨酯预聚体乳液；

（4）500  r/min高速剪切作用下，将350  kg水解胶原蛋白液加入到（质量分数30  %）步骤

（3）水性聚氨酯预聚体乳液中，在水相下与聚氨酯水性预聚体乳液中残留–NCO继续反应，室

温下高速搅拌10  min后，降低搅拌转速至150~200  r/min，升温至70°C下保温1  h。

[0024] 升温至80°C，恒压滴加γ-缩水甘油醚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9  kg，约30  min滴完，

保温1  h，降温至50°C，负压压力为300  mbar下，蒸馏回收丙酮，继续降温至45°C，加入中和

剂中和至pH  6.5～7.5，制备出水性聚氨酯胶原蛋白共聚物乳液，即为水性聚氨酯改性胶原

蛋白基混凝土发泡剂。

[0025] 实施例2，一种水性聚氨酯改性胶原蛋白基混凝土发泡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1）称取50  kg聚四氢呋喃醚二醇（分子量2000），110°C  真空脱水1~2  h，降温至60°C，

加入30  kg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  0.1  kg二月桂酸二丁基锡催化剂，反应1  h，升温至82°C，

保温1  h得到预聚体；

说　明　书 3/6 页

5

CN 110229308 A

5



（2）步骤（1）中预聚体降温到60°C，加入6  kg二羟甲基丙酸进行扩链，反应1  h，向体系

中加入3  kg丙二醇进行扩链，反应30  min后，升温至80°C，保温2～3  h；

（3）步骤（2）中产物降温至50°C，加入4  kg三乙胺进行中和，加入适量丙酮调节粘度。降

温至室温后，加入5°C去离子水1100r/min搅拌5  min，得到水性聚氨酯预聚体乳液；

（4）500  r/min高速剪切作用下，，将350  kg水解胶原蛋白液加入到（质量分数30  %）步

骤（3）水性聚氨酯预聚体乳液中，在水相下与聚氨酯水性预聚体乳液中–NCO继续反应，室温

下搅拌10  min后，降低搅拌转速至150~200  r/min，70°C下保温1  h。

[0026] 升温至80°C，恒压滴加γ-缩水甘油醚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9  kg，约30  min滴完，

保温1  h，降温至50°C，300  mbar负压下真空除去挥发物丙酮溶剂，制备出水性聚氨酯胶原

蛋白共聚物乳液，即为水性聚氨酯改性胶原蛋白基混凝土发泡剂。

[0027] 实施例3，一种水性聚氨酯改性胶原蛋白基混凝土发泡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1）称取35  kg二苯甲烷二异氰酸酯，25  kg真空脱水后的聚氧化丙烯醚二醇（分子量

1000），65°C下反应1  h，升温至80°C，保温1~2  h得到预聚体；

（2）步骤（1）中预聚体加入4  kg二羟基丁酸进行扩链，60°C反应1  h，向体系中加入5  kg

一缩二乙二醇进行扩链，60°C保温1  h，升温至80°C，反应2~3  h；

（3）步骤（2）中产物降温至50°C，加入2.5  kg三乙胺进行中和，适量丙酮调节粘度。降温

至室温后，加入5°C去离子水1200r/min搅拌5  min，得到水性聚氨酯预聚体乳液；

（4）500  r/min高速剪切作用下，将350  kg水解胶原蛋白液加入到（质量分数30  %）步骤

（3）水性聚氨酯预聚体乳液中，在水相下与聚氨酯水性预聚体乳液中–NCO继续反应，室温下

搅拌10  min后降低搅拌转速至150~200  r/min，升温至65°C反应1~2  h。

[0028] 升温至80°C，恒压滴加γ-缩水甘油醚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9  kg，约30  min滴完，

保温1  h，降温至50°C，300  mbar负压下真空除去挥发物丙酮溶剂，制备出水性聚氨酯胶原

蛋白共聚物乳液，即为水性聚氨酯改性胶原蛋白基混凝土发泡剂。

[0029] 实施例4，一种水性聚氨酯改性胶原蛋白基混凝土发泡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1）称取50  kg聚氧化丙烯醚二醇（分子量2000），110°C  真空脱水1~2  h，降温至60°C，

加入37.5  kg二环己基甲烷二异氰酸酯，0.1  kg二月桂酸二丁基锡催化剂，反应1  h，升温至

82°C，保温1  h得到预聚体；

（2）步骤（1）中预聚体加入6  kg二羟基丙酸进行扩链，60°C反应1  h，向体系中加入3  kg

乙二醇进行扩链，60°C保温1  h，升温至82°C，反应2~3  h；

（3）步骤（2）中产物降温至50°C，加入4.5  kg三正丁胺中和，适量丙酮调节粘度。保温

20min，降温至室温后，加入5°C去离子水，1200  r/min下搅拌乳化5  min，得到水性聚氨酯预

聚体乳液；

（4）500  r/min高速剪切作用下，将350  kg水解胶原蛋白液加入到（质量分数30  %）步骤

（3）水性聚氨酯预聚体乳液中，在水相下与聚氨酯水性预聚体乳液中–NCO继续反应，室温下

搅拌10  min后降低搅拌转速至150~200  r/min，升温至70°C反应1~2  h。

[0030] 升温至80°C，恒压滴加γ-缩水甘油醚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9  kg，约30  min滴完，

保温1  h，降温至50°C，300  mbar负压下真空除去挥发物丙酮溶剂，制备出水性聚醚型聚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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酯改性胶原蛋白基发泡剂乳液材料。

[0031] 实施例5，一种水性聚氨酯改性胶原蛋白基混凝土发泡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1）称取25  kg六亚甲基二异氰酸酯，25  kg真空脱水后的聚四氢呋喃醚二醇（分子量

1000），滴加0.1  kg二月桂酸二丁基锡催化剂，65°C下反应1  h，升温至82°C，保温1~2  h得到

预聚体；

（2）步骤（1）中预聚体加入3.5  kg二羟甲基丁酸进行扩链，60°C反应1  h，向体系中加入 

8  kg一缩二乙二醇进行扩链，60°C保温1  h，升温至82°C，反应2~3  h；

（3）步骤（2）中产物降温至50°C，加入2.3  kg三乙胺中和，适量丙酮调节粘度，保温30 

min，降温至室温后，加入5°C去离子水，1200  r/min下搅拌5  min，得到水性聚氨酯预聚体乳

液；

（4）500  r/min高速剪切作用下，将350  kg水解胶原蛋白液加入到（质量分数30  %）步骤

（3）水性聚氨酯预聚体乳液中，在水相下与聚氨酯水性预聚体乳液中–NCO继续反应，室温下

搅拌10  min后降低搅拌转速至150~200  r/min，升温至70°C反应1~2  h。

[0032] 升温至80°C，恒压滴加γ-缩水甘油醚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9  kg，约30  min滴完，

保温1  h，降温至50°C，300  mbar负压下真空除去挥发物丙酮溶剂，制备出水性聚醚型聚氨

酯改性胶原蛋白基发泡剂乳液材料。

[0033] 实施例6，一种水性聚氨酯改性胶原蛋白基混凝土发泡剂的应用，以下实施例应用

来说明本产品用于泡沫混凝土，包括如下步骤，称取600  g普通硅酸盐，  200  g砂子，  400  g

水混合搅拌制成均匀浆体，搅拌时间4~5  min；

将本发明泡沫剂与水以1：20的比例混合，用高速搅拌机搅拌至全部形成致密的泡沫，

取1700  mL该泡沫加入至已配制完成的混凝土浆体中，搅拌至均匀，搅拌时间3~4  min，将其

注入到事先准备好的模具中。经28天养护后制成绝干密度为450  kg/m3，抗压强度为1.20 

MPa的泡沫混凝土砖，其导热系数为0.09  W/(m·K)。

[0034] 实施例7，一种水性聚氨酯改性胶原蛋白基混凝土发泡剂的应用，包括如下步骤，

取700  g普通硅酸盐，250  g砂子，500  g水混合搅拌制成均匀浆体，搅拌时间控制在180  s；

将本发明泡沫剂与水以1：20的比例混合，用高速搅拌机搅拌至全部形成致密的泡沫，取

1300  mL该泡沫加入至已配制完成的混凝土浆体中，搅拌至均匀，搅拌时间3~4  min，将其注

入到事先准备好的模具中。经28天养护后制成绝干密度为600  kg/m3，抗压强度为1.61  MPa

的泡沫混凝土砖，其导热系数为0.12  W/(m·K)。

[0035] 实施例8，一种水性聚氨酯改性胶原蛋白基混凝土发泡剂的应用，包括如下步骤，

按每立方米泡沫混凝中含有500  kg硅酸盐，167  kg砂子，333  kg水，泡沫为0.485  m3进行配

置，然后按照相关施工要求进行现场浇筑，经14天养护后进行质量检查，其相关指标如表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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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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