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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建筑保温隔热材料用憎水剂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建筑保温隔热材料用憎

水剂，包括20‑30份聚乙烯醇、2‑6份三乙醇胺(缓

蚀剂)、4‑10份己二异氰酸酯(提高耐水性)、5‑10

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1‑3份马来酸酐、4‑12份

尿素、6‑12份高分子量聚丙烯酸、1‑3份硅烷偶联

剂，以聚乙烯醇为基料，三乙醇胺为缓蚀剂，与己

二异氰酸酯协同作用提高聚乙烯醇的耐水性，并

通过马来酸酐、尿素、高分子量聚丙烯酸、硬脂酸

进一步对聚乙烯醇进行改性，进一步提高其耐水

性，热稳定性和生物相容性，同时提高其粘结性

能，使其作为建筑保温隔热材料使用时具有较好

的保温隔热性能，且具有环保无毒，成本低的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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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建筑保温隔热材料用憎水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憎水剂原料按重量份包括以下

组分：

20-30份聚乙烯醇、2-6份三乙醇胺、4-10份己二异氰酸酯、5-10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

醚、1-3份马来酸酐、4-12份尿素、6-12份高分子量聚丙烯酸、5-15份硬脂酸、1-3份硅烷偶联

剂，将聚乙烯醇水溶液搅拌加热至温度为90-100℃，保温2-2.5小时，然后在温度为35-45℃

下，加入三乙醇胺、己二异氰酸酯、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马来酸酐、尿素、高分子量聚丙烯

酸、硬脂酸和硅烷偶联剂搅拌至完全溶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保温隔热材料用憎水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憎水剂原料按

重量份包括以下组分：

25份聚乙烯醇、4份三乙醇胺、6份己二异氰酸酯、7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2份马来酸

酐、8份尿素、8份高分子量聚丙烯酸、10份硬脂酸、2份硅烷偶联剂。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建筑保温隔热材料用憎水剂，其特征在于：将聚乙烯醇水溶液

搅拌加热至温度为95℃，保温2.2小时，然后在温度为40℃下，加入剩余组分搅拌至完全溶

解。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建筑保温隔热材料用憎水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硅烷偶联剂为

3-氨基丙基三乙氧基硅烷、γ-(甲基丙烯酰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γ-巯丙基三乙氧基硅

烷，乙烯基三甲氧基硅烷、乙烯基三(β-甲氧基乙氧基)硅烷、1,2-双(三甲氧基硅基)乙烷中

的至少一种。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建筑保温隔热材料用憎水剂，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分子量聚丙

烯酸的分子量为1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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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保温隔热材料用憎水剂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憎水剂，特别涉及建筑保温隔热材料用憎水剂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外墙保温系统是建筑节能的关键环节。传统的保温材料由于使用了大量易燃

的材料，导致了众多火灾，损失非常大。要做到外墙保温体系真正阻燃，必须使用岩棉等无

机不燃材料做保温材料，然而这些无机材料极易吸潮，吸潮后保温性能急剧下降，并且增加

重量，导致外墙保温系统变形和失效。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建筑保温隔热材料用憎水剂，提高憎水剂

的耐水性，热稳定性和生物相容性好，环保高效无毒，增加建筑保温隔热材料的保温隔热性

能。

[0004] 本发明的建筑保温隔热材料用憎水剂，所述憎水剂原料按重量份包括以下组分：

[0005] 20-30份聚乙烯醇、2-6份三乙醇胺(缓蚀剂)、4-10份己二异氰酸酯(提高耐水性)、

5-10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1-3份马来酸酐、4-12份尿素、6-12份高分子量聚丙烯酸

(1500万)、5-15份硬脂酸)提高耐水性，热稳定性和生物相容性、1-3份硅烷偶联剂，将聚乙

烯醇水溶液搅拌加热至温度为90-100℃，保温2-2.5小时，然后在温度为35-45℃下，加入三

乙醇胺、己二异氰酸酯、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马来酸酐、尿素、高分子量聚丙烯酸、硬脂酸

和硅烷偶联剂搅拌至完全溶解；

[0006] 进一步，所述憎水剂原料按重量份包括以下组分：

[0007] 25份聚乙烯醇、4份三乙醇胺、6份己二异氰酸酯、7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2份马

来酸酐、8份尿素、8份高分子量聚丙烯酸、10份硬脂酸、2份硅烷偶联剂；

[0008] 进一步，将聚乙烯醇水溶液搅拌加热至温度为95℃，保温2.2小时，然后在温度为

40℃下，加入剩余组分搅拌至完全溶解；

[0009] 进一步，所述硅烷偶联剂为3-氨基丙基三乙氧基硅烷、γ-(甲基丙烯酰氧)丙基三

甲氧基硅烷、γ-巯丙基三乙氧基硅烷，乙烯基三甲氧基硅烷、乙烯基三(β-甲氧基乙氧基)

硅烷、1,2-双(三甲氧基硅基)乙烷中的至少一种；

[0010] 进一步，所述高分子量聚丙烯酸的分子量为1500万。

[001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的建筑保温隔热材料用憎水剂，以聚乙烯醇为基料，三

乙醇胺为缓蚀剂，与己二异氰酸酯协同作用提高聚乙烯醇的耐水性，并通过马来酸酐、尿

素、高分子量聚丙烯酸、硬脂酸进一步对聚乙烯醇进行改性，进一步提高其耐水性，热稳定

性和生物相容性，同时提高其粘结性能，使其作为建筑保温隔热材料使用时具有较好的保

温隔热性能，且具有环保无毒，成本低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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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2] 本实施例的建筑保温隔热材料用憎水剂，所述憎水剂原料按重量份包括以下组

分：

[0013] 20-30份聚乙烯醇、2-6份三乙醇胺、4-10份己二异氰酸酯5-10份羟丙基甲基纤维

素醚、1-3份马来酸酐、4-12份尿素、6-12份高分子量聚丙烯酸、5-15份硬脂酸、1-3份硅烷偶

联剂，将聚乙烯醇水溶液搅拌加热至温度为90-100℃，保温2-2.5小时，然后在温度为35-45

℃下，加入三乙醇胺、己二异氰酸酯、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马来酸酐、尿素、高分子量聚丙

烯酸、硬脂酸和硅烷偶联剂搅拌至完全溶解；上述组分不是简单的组合，而是充分认识材料

各自的特色后进行有机的结合使其成为一个整体的产品，且各组分在提高基料耐水性上相

互协同增效，各组分的用量也直接影响基料的耐水性，尿素、三乙醇胺和聚乙烯醇之间协同

作用，不仅增强耐水性能，用于保温隔热材料时，还增强材料的力学性能，各组分的用量也

是一定的，比如，尿素的用量少，耐水性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尿素的用量过多，影响基料的性

能。为了进一步提高耐水性，还可加入2-6份的氯化镁。聚乙烯醇与己二异氰酸酯和羟丙基

甲基纤维素醚协同，不仅提高耐水性，还增强防腐蚀能力。本实施例中，不仅各组分的添加

量对耐水性有影响，材料的耐水性同样受到反应温度的影响。

[0014] 本实施例中，所述憎水剂原料按重量份包括以下组分：

[0015] 25份聚乙烯醇、4份三乙醇胺、6份己二异氰酸酯、7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2份马

来酸酐、8份尿素、8份高分子量聚丙烯酸、10份硬脂酸、2份硅烷偶联剂；

[0016] 本实施例中，将聚乙烯醇水溶液搅拌加热至温度为95℃，保温2.2小时，然后在温

度为40℃下，加入剩余组分搅拌至完全溶解。

[0017] 本实施例中，所述硅烷偶联剂为3-氨基丙基三乙氧基硅烷、γ-(甲基丙烯酰氧)丙

基三甲氧基硅烷、γ-巯丙基三乙氧基硅烷，乙烯基三甲氧基硅烷、乙烯基三(β-甲氧基乙氧

基)硅烷、1,2-双(三甲氧基硅基)乙烷中的至少一种。

[0018] 本实施例中，所述高分子量聚丙烯酸的分子量为1500万。

[0019] 实施例一

[0020] 本实施例的建筑保温隔热材料用憎水剂，所述憎水剂原料按重量份包括以下组

分：

[0021] 20份聚乙烯醇、2份三乙醇胺、4份己二异氰酸酯、5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1份马

来酸酐、4份尿素、6份高分子量聚丙烯酸、5份硬脂酸、1份硅烷偶联剂，将聚乙烯醇水溶液搅

拌加热至温度为90℃，保温2小时，然后在温度为35℃下，加入三乙醇胺、己二异氰酸酯、羟

丙基甲基纤维素醚、马来酸酐、尿素、高分子量聚丙烯酸、硬脂酸和硅烷偶联剂搅拌至完全

溶解。

[0022] 本实施例中，所述硅烷偶联剂为3-氨基丙基三乙氧基硅烷，按重同等重量份将3-

氨基丙基三乙氧基硅烷替换为γ-(甲基丙烯酰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γ-巯丙基三乙氧基

硅烷，乙烯基三甲氧基硅烷、乙烯基三(β-甲氧基乙氧基)硅烷、1,2-双(三甲氧基硅基)乙烷

中的一种，或者替换为3-氨基丙基三乙氧基硅烷与γ-(甲基丙烯酰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

γ-巯丙基三乙氧基硅烷，乙烯基三甲氧基硅烷、乙烯基三(β-甲氧基乙氧基)硅烷、1,2-双

(三甲氧基硅基)乙烷得混合物，均能实现本发明得目的。

[0023] 本实施例中，所述高分子量聚丙烯酸的分子量为1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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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采用GB/T  10299-2011实验方法对本实施例的憎水剂进行实验，测定其憎水率为

99.6％。

[0025] 实施例二

[0026] 本实施例的建筑保温隔热材料用憎水剂，所述憎水剂原料按重量份包括以下组

分：

[0027] 30份聚乙烯醇、6份三乙醇胺、10份己二异氰酸酯、10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3份

马来酸酐、12份尿素、12份高分子量聚丙烯酸、15份硬脂酸、3份硅烷偶联剂，将聚乙烯醇水

溶液搅拌加热至温度为90-100℃，保温2-2.5小时，然后在温度为45℃下，加入三乙醇胺、己

二异氰酸酯、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马来酸酐、尿素、高分子量聚丙烯酸、硬脂酸和硅烷偶联

剂搅拌至完全溶解。

[0028] 本实施例中，所述硅烷偶联剂为γ-(甲基丙烯酰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按重同等

重量份将γ-(甲基丙烯酰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替换为3-氨基丙基三乙氧基硅烷、γ-巯丙

基三乙氧基硅烷，乙烯基三甲氧基硅烷、乙烯基三(β-甲氧基乙氧基)硅烷、1,2-双(三甲氧

基硅基)乙烷中的一种，或者替换为3-氨基丙基三乙氧基硅烷与γ-(甲基丙烯酰氧)丙基三

甲氧基硅烷、γ-巯丙基三乙氧基硅烷，乙烯基三甲氧基硅烷、乙烯基三(β-甲氧基乙氧基)

硅烷、1,2-双(三甲氧基硅基)乙烷得混合物，均能实现本发明得目的。

[0029] 本实施例中，所述高分子量聚丙烯酸的分子量为1500万。

[0030] 采用GB/T  10299-2011实验方法对本实施例的憎水剂进行实验，测定其憎水率为

99.85％。

[0031] 实施例三

[0032] 本实施例的建筑保温隔热材料用憎水剂，所述憎水剂原料按重量份包括以下组

分：

[0033] 20份聚乙烯醇、6份三乙醇胺、4份己二异氰酸酯10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1份马

来酸酐、12份尿素、6份高分子量聚丙烯酸、15份硬脂酸、1份硅烷偶联剂，将聚乙烯醇水溶液

搅拌加热至温度为100℃，保温2小时，然后在温度为45℃下，加入三乙醇胺、己二异氰酸酯、

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马来酸酐、尿素、高分子量聚丙烯酸、硬脂酸和硅烷偶联剂搅拌至完

全溶解。

[0034] 本实施例中，所述硅烷偶联剂为γ-巯丙基三乙氧基硅烷，按重同等重量份将γ-

巯丙基三乙氧基硅烷替换为γ-(甲基丙烯酰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3-氨基丙基三乙氧基

硅烷，乙烯基三甲氧基硅烷、乙烯基三(β-甲氧基乙氧基)硅烷、1,2-双(三甲氧基硅基)乙烷

中的一种，或者替换为3-氨基丙基三乙氧基硅烷与γ-(甲基丙烯酰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

γ-巯丙基三乙氧基硅烷，乙烯基三甲氧基硅烷、乙烯基三(β-甲氧基乙氧基)硅烷、1,2-双

(三甲氧基硅基)乙烷得混合物，均能实现本发明得目的。

[0035] 本实施例中，所述高分子量聚丙烯酸的分子量为1500万。

[0036] 采用GB/T  10299-2011实验方法对本实施例的憎水剂进行实验，测定其憎水率为

99.9％。

[0037] 实施例四

[0038] 本实施例的建筑保温隔热材料用憎水剂，所述憎水剂原料按重量份包括以下组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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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30份聚乙烯醇、2份三乙醇胺、10份己二异氰酸酯5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3份马

来酸酐、4份尿素、12份高分子量聚丙烯酸、5份硬脂酸、3份硅烷偶联剂，将聚乙烯醇水溶液

搅拌加热至温度为95℃，保温2小时，然后在温度为38℃下，加入三乙醇胺、己二异氰酸酯、

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马来酸酐、尿素、高分子量聚丙烯酸、硬脂酸和硅烷偶联剂搅拌至完

全溶解。

[0040] 本实施例中，所述硅烷偶联剂为乙烯基三甲氧基硅烷，按重同等重量份将乙烯基

三甲氧基硅烷替换为γ-(甲基丙烯酰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γ-巯丙基三乙氧基硅烷，3-

氨基丙基三乙氧基硅烷、乙烯基三(β-甲氧基乙氧基)硅烷、1,2-双(三甲氧基硅基)乙烷中

的一种，或者替换为3-氨基丙基三乙氧基硅烷与γ-(甲基丙烯酰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

γ-巯丙基三乙氧基硅烷，乙烯基三甲氧基硅烷、乙烯基三(β-甲氧基乙氧基)硅烷、1,2-双

(三甲氧基硅基)乙烷得混合物，均能实现本发明得目的。

[0041] 本实施例中，所述高分子量聚丙烯酸的分子量为1500万。

[0042] 采用GB/T  10299-2011实验方法对本实施例的憎水剂进行实验，测定其憎水率为

99.92％。

[0043] 实施例五

[0044] 本实施例的建筑保温隔热材料用憎水剂，所述憎水剂原料按重量份包括以下组

分：

[0045] 25份聚乙烯醇、2份三乙醇胺、10份己二异氰酸酯、7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1份马

来酸酐、12份尿素、10份高分子量聚丙烯酸、5份硬脂酸、3份硅烷偶联剂，将聚乙烯醇水溶液

搅拌加热至温度为95℃，保温2小时，然后在温度为42℃下，加入三乙醇胺、己二异氰酸酯、

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马来酸酐、尿素、高分子量聚丙烯酸、硬脂酸和硅烷偶联剂搅拌至完

全溶解。

[0046] 本实施例中，所述硅烷偶联剂为乙烯基三(β-甲氧基乙氧基)硅烷，按重同等重量

份将乙烯基三(β-甲氧基乙氧基)硅烷替换为γ-(甲基丙烯酰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γ-巯

丙基三乙氧基硅烷，乙烯基三甲氧基硅烷、3-氨基丙基三乙氧基硅烷、1,2-双(三甲氧基硅

基)乙烷中的一种，或者替换为3-氨基丙基三乙氧基硅烷与γ-(甲基丙烯酰氧)丙基三甲氧

基硅烷、γ-巯丙基三乙氧基硅烷，乙烯基三甲氧基硅烷、乙烯基三(β-甲氧基乙氧基)硅烷、

1,2-双(三甲氧基硅基)乙烷得混合物，均能实现本发明得目的。

[0047] 本实施例中，所述高分子量聚丙烯酸的分子量为1500万。

[0048] 采用GB/T  10299-2011实验方法对本实施例的憎水剂进行实验，测定其憎水率为

99.8％。

[0049] 实施例六

[0050] 本实施例的建筑保温隔热材料用憎水剂，所述憎水剂原料按重量份包括以下组

分：

[0051] 25份聚乙烯醇、4份三乙醇胺、6份己二异氰酸酯、7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2份马

来酸酐、8份尿素、8份高分子量聚丙烯酸、10份硬脂酸、2份硅烷偶联剂，将聚乙烯醇水溶液

搅拌加热至温度为95℃，保温2.3小时，然后在温度为40℃下，加入三乙醇胺、己二异氰酸

酯、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马来酸酐、尿素、高分子量聚丙烯酸、硬脂酸和硅烷偶联剂搅拌至

完全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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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本实施例中，所述硅烷偶联剂为1,2-双(三甲氧基硅基)乙烷，按重同等重量份将

1,2-双(三甲氧基硅基)乙烷替换为γ-(甲基丙烯酰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γ-巯丙基三乙

氧基硅烷，乙烯基三甲氧基硅烷、乙烯基三(β-甲氧基乙氧基)硅烷、3-氨基丙基三乙氧基硅

烷中的一种，或者替换为3-氨基丙基三乙氧基硅烷与γ-(甲基丙烯酰氧)丙基三甲氧基硅

烷、γ-巯丙基三乙氧基硅烷，乙烯基三甲氧基硅烷、乙烯基三(β-甲氧基乙氧基)硅烷、1,2-

双(三甲氧基硅基)乙烷得混合物，均能实现本发明得目的。

[0053] 本实施例中，所述高分子量聚丙烯酸的分子量为1500万。

[0054] 采用GB/T  10299-2011实验方法对本实施例的憎水剂进行实验，测定其憎水率为

99.95％。

[0055] 最后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参照较

佳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

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宗旨和范围，其均应涵盖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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