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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时间可控制的吸水膨胀

堵漏型预铺卷材，它包括防水片层主体以及涂覆

于防水片层主体上的高分子自粘胶层和砂粒防

粘层，所述砂粒防粘层是由螯合吸水树脂颗粒、

被碱溶性聚合物包裹的启动剂颗粒及砂子均匀

混合而成；螯合吸水树脂颗粒包括吸水树脂颗粒

及螯合在吸水树脂颗粒上的螯合剂，螯合剂是由

氯化钙、六水合氯化镁和三氯化铁中的一种或几

种进行组合而成。本发明的预铺卷材，遇水后能

吸水膨胀封闭卷材和混凝土之间的缝隙防止结

构渗漏，解决了现有预铺卷材的砂粒防粘层与混

凝土结构粘结不良引起的窜水、渗漏的技术缺

陷，生产方式更加安全、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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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时间可控制的吸水膨胀堵漏型预铺卷材，其特征在于包括防水片层主体以及涂

覆于防水片层主体上的高分子自粘胶层和砂粒防粘层，所述砂粒防粘层是由螯合吸水树脂

颗粒、被碱溶性聚合物包裹的启动剂颗粒及砂子均匀混合而成；

螯合吸水树脂颗粒包括吸水树脂颗粒及螯合在吸水树脂颗粒上的螯合剂，所述螯合剂

是由氯化钙、六水合氯化镁和三氯化铁中的一种或几种进行组合而成；所述启动剂为金属

盐，其能够在水中溶解形成Na+、K+、Li+、碳酸根离子、硫酸根离子、硅酸根离子中的任意一种

或多种离子。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时间可控制的吸水膨胀堵漏型预铺卷材，其特征在于所述

螯合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氯化钙             2-30份

六水合氯化镁       5-55份

三氯化铁           5-60份。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时间可控制的吸水膨胀堵漏型预铺卷材，其特征在于所述

螯合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氯化钙             2-30份

六水合氯化镁       5-20份

三氯化铁           5-50份。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时间可控制的吸水膨胀堵漏型预铺卷材，其特征在于所述

螯合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氯化钙             2-20份

六水合氯化镁       5-40份

三氯化铁           5-60份。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时间可控制的吸水膨胀堵漏型预铺卷材，其特征在于所述

启动剂颗粒为碳酸钠、硅酸钠、硫酸钠、碳酸锂、碳酸钾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碱溶性聚合物

采用碱溶性羟乙基纤维素、紫胶、丙烯酸改性聚合物中的至少一种。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时间可控制的吸水膨胀堵漏型预铺卷材，其特征在于所述

防水片层主体的材质为HDPE、TPO、EVA或ECB。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时间可控制的吸水膨胀堵漏型预铺卷材，其特征在于所述

砂粒防粘层是由螯合吸水树脂颗粒、被碱溶性聚合物包裹的启动剂颗粒及砂子按1:0.5~
1.5:1~3均匀混合而成，螯合吸水树脂颗粒、被碱溶性聚合物包裹的启动剂颗粒或砂子的粒

径在20-100目，优选为30-50目。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时间可控制的吸水膨胀堵漏型预铺卷材，其特征在于所述

螯合吸水树脂颗粒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螯合剂加入到清水中，充分搅拌至完全溶解，得到螯合剂溶液；

2）将吸水树脂颗粒加入到螯合剂溶液中，保持搅拌，使螯合剂对吸水树脂颗粒表面进

行螯合处理，然后将吸水树脂颗粒捞出并沥干水分，烘干，即制得所述的螯合吸水树脂颗

粒。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时间可控制的吸水膨胀堵漏型预铺卷材，其特征在于所述

被碱溶性聚合物包裹的启动剂颗粒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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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将氢氧化钠溶于清水中得到碱液，然后将碱溶性聚合物溶于上述配制的碱液中进

行充分搅拌直至材料全部溶解，得到混合液A；

S2：以步骤S1所得混合液A和启动剂颗粒为原料，并采用流化床喷涂法进行喷涂，得到

碱溶性聚合物包裹的启动剂颗粒；

S3：将步骤S2所得包裹后的启动剂颗粒浸泡在弱酸性水中，以去除颗粒表层的残余碱

液，烘干，即制得所述的被碱溶性聚合物包裹的启动剂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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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时间可控制的吸水膨胀堵漏型预铺卷材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防水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时间可控制的且遇水后能吸水

膨胀封闭卷材和混凝土之间的缝隙防止结构渗漏的预铺卷材。

背景技术

[0002] 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针对地下结构底板防水常采用预铺反粘或砂面防水卷材作

为预铺材料。将混凝土浇捣在预铺卷材上，待混凝土固化时和卷材面层上的沙子的紧密结

合，使卷材粘贴在混凝土结构上形成良好的防水层。防止结构于卷材之间窜水。虽然该技术

有一定的铺设难度，但是具有较好的防水效果，在工程项目上比较流行。

[0003] 由于建筑结构有其复杂性，大结构混凝土的收缩性也很大，会将粘结在结构底板

的卷材上的砂子拉脱落。在预铺卷材施工过程中，卷材边界的固定困难，同时在卷材铺贴上

后由于上部扎钢筋等后续工序施工会使卷材表面污染，引起了卷材和结构体分离形成缝

隙，在地下水或雨水的侵蚀下造成缝隙间的窜水。此外，以砖混或砼结构建筑物，因结构形

变、砂浆（混凝土）的水化收缩、以及热胀冷缩原因都会使其产生很多的裂纹，地下水或雨水

会通过裂纹渗入建筑物内，造成建筑防水失败。而裂纹的存在也是建筑目前的通病，虽然学

者从各方面努力，但因施工、养护及人等各方面的因素，砂浆和混凝土的裂缝仍然在所难

免。地下结构维修有很大的难度，需要能够自我封闭的材料。

发明内容

[0004] 为彻底解决混凝土与防水卷材之间的窜水的问题，本发明第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

能够在启动剂作用下高倍数吸水膨胀的吸水树脂颗粒完全代替（或部分代替）预铺卷材用

的普通砂粒。这种吸水树脂颗粒在普通水浸泡的时候，没有启动剂的作用不发生吸水膨胀，

处于休眠状态。启动剂表面由一层碱溶性聚合物严密包裹，在混凝土浇捣、固化后，由于水

泥内的材料析出氢氧化钙的成分呈碱性，可逐渐、缓慢的溶解启动剂表面的碱溶性聚合物。

待有地下水或雨水进入卷材与建筑物之间的缝隙，启动剂在液体环境中与吸水树脂相互作

用，开始迅速吸水膨胀。填补卷材和混凝土的间隙，彻底封闭混凝土的下表面，防止地下水

的渗透，起到了彻底防水的作用。

[0005] 当施工工程地基基础挖好后，按建筑设计要求设定基础形状，并按设计要求在基

础之上铺设卷材，再在卷材上按设计要求绑扎混凝土钢筋，并分区域浇捣混凝土形成基础

结构。但这些工序需要一定的时间，短者几天，长者达半个月。如果采用直接遇水膨胀的材

料，在此期间下雨或者外部水流入时，会将卷材浸泡在水中，遇水后就会快速吸水膨胀，使

后期混凝土收缩，也会同样产生缝隙，造成窜水，失去了材料的防水性能。本发明中将吸水

树脂进行深度螯合，使其在“解螯合”前遇普通雨水或地下水不会吸水膨胀。而被碱溶聚合

物包裹的启动剂在混凝土浇捣后，水泥水化会后会溶出很多的碱性物质。一段时间后，启动

剂表面的碱溶聚合物会逐渐溶解并缓慢释放出启动剂，在有雨水或地下水流入后，启动剂

对螯合吸水树脂进行“解螯合”，吸水树脂重新获得吸水膨胀能力，阻止水的通路起到了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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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防窜水的作用。

[0006] 本发明的另外一个目的是提供螯合吸水树脂颗粒、被碱溶性聚合物包裹的启动剂

颗粒的制备方法。本发明改进使用溶剂对碱溶性聚合物的溶解，采用环保、安全的制备方

案，使吸水膨胀更加安全、可靠。

[0007] 本发明使用的螯合吸水树脂颗粒是一种经过深度螯合的吸水树脂颗粒，将普通吸

水树脂颗粒在特定的螯合剂中螯合一定的时间，再沥干并干燥，使其在雨水或地下水中不

发生吸水膨胀。

[0008]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所述的一种时间可控制的吸水膨胀堵漏型预铺卷材，其特征在于包括防水片层主体以

及涂覆于防水片层主体上的高分子自粘胶层和砂粒防粘层，所述砂粒防粘层是由螯合吸水

树脂颗粒、被碱溶性聚合物包裹的启动剂颗粒及砂子均匀混合而成；螯合吸水树脂颗粒包

括吸水树脂颗粒及螯合在吸水树脂颗粒上的螯合剂，所述螯合剂是由氯化钙、六水合氯化

镁和三氯化铁中的一种或几种进行组合而成；所述启动剂为金属盐，其能够在水中溶解形

成Na+、K+、Li+、碳酸根离子、硫酸根离子、硅酸根离子中的任意一种或多种离子。其中被碱溶

性聚合物包裹的启动剂颗粒，是由启动剂颗粒及包裹在启动剂颗粒外表面的碱溶性聚合物

组成。

[0009] 所述的一种时间可控制的吸水膨胀堵漏型预铺卷材，其特征在于所述螯合剂包括

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氯化钙             2-30份

六水合氯化镁       5-55份

三氯化铁           5-60份。

[0010] 所述的一种时间可控制的吸水膨胀堵漏型预铺卷材，其特征在于所述螯合剂包括

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氯化钙             2-30份

六水合氯化镁       5-20份

三氯化铁           5-50份。

[0011] 所述的一种时间可控制的吸水膨胀堵漏型预铺卷材，其特征在于所述螯合剂包括

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氯化钙             2-20份

六水合氯化镁       5-40份

三氯化铁           5-60份。

[0012] 所述的一种时间可控制的吸水膨胀堵漏型预铺卷材，其特征在于所述启动剂颗粒

为碳酸钠、硅酸钠、硫酸钠、碳酸锂、碳酸钾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碱溶性聚合物采用碱溶性

羟乙基纤维素、紫胶、丙烯酸改性聚合物中的至少一种。

[0013] 所述的一种时间可控制的吸水膨胀堵漏型预铺卷材，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水片层主

体的材质为HDPE、TPO、EVA或ECB。

[0014] 所述的一种时间可控制的吸水膨胀堵漏型预铺卷材，其特征在于所述砂粒防粘层

是由螯合吸水树脂颗粒、被碱溶性聚合物包裹的启动剂颗粒及砂子按1:0.5~1.5:1~3均匀

混合而成，螯合吸水树脂颗粒、被碱溶性聚合物包裹的启动剂颗粒或砂子的粒径在2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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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优选为30-50目。

[0015] 所述的一种时间可控制的吸水膨胀堵漏型预铺卷材，其特征在于所述螯合吸水树

脂颗粒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螯合剂加入到清水中，充分搅拌至完全溶解，得到螯合剂溶液；

2）将吸水树脂颗粒加入到螯合剂溶液中，保持搅拌，使螯合剂对吸水树脂颗粒表面进

行螯合处理，然后将吸水树脂颗粒捞出并沥干水分，烘干，即制得所述的螯合吸水树脂颗

粒。

[0016] 所述的一种时间可控制的吸水膨胀堵漏型预铺卷材，其特征在于所述被碱溶性聚

合物包裹的启动剂颗粒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将氢氧化钠溶于清水中得到碱液，然后将碱溶性聚合物溶于上述配制的碱液中进

行充分搅拌直至材料全部溶解，得到混合液A；

S2：以步骤S1所得混合液A和启动剂颗粒为原料，并采用流化床喷涂法进行喷涂，得到

碱溶性聚合物包裹的启动剂颗粒；

S3：将步骤S2所得包裹后的启动剂颗粒浸泡在弱酸性水中，以去除颗粒表层的残余碱

液，烘干，即制得所述的被碱溶性聚合物包裹的启动剂颗粒。

[0017] 本发明的预铺卷材制备过程中，在防水片层主体上表面涂覆高分子自粘胶层，把

螯合后的吸水树脂颗粒与包裹后的无机碱颗粒按比例与砂子一起混合均匀，压覆于高分子

自粘胶层上，形成所述的预铺卷材。

[0018] 本发明将深度螯合后的吸水树脂颗粒以及被碱溶性聚合物包裹的启动剂颗粒制

成的砂粒防粘层，预铺于地下结构的底面。在铺设后无论基坑是否有水，不影响后期的工程

施工。浇捣混凝土后，如果基坑有水，利用混凝土碱性的特性，启动剂表面的碱溶性聚合物

逐渐溶解，使吸水树脂解螯合，恢复吸水膨胀的能力。吸水树脂颗粒吸水膨胀封闭水流通

道，从而起到了有水状态下的建筑防水。

[0019]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取得了以下有益效果：

1、解决了现有预铺卷材的砂粒防粘层与混凝土结构粘结不良引起的窜水、渗漏的技术

缺陷；

2、解决了现有吸水树脂难以长时间裸露的问题，给施工提供了极大方便；

3、启动剂表面的碱溶性聚合物的溶解时间可控，生产方式更加环保、安全。

[0020] 本发明的核心是通过对吸水树脂进行深度螯合，使其在清水中不吸水膨胀；对启

动剂碳酸钠等解鳌合物质颗粒进行表面碱溶性聚合物包裹，使其在清水中不溶解。利用水

泥水化时碱性物质溶出，碱溶性聚合物在不同ph值下的溶解不同的特性，如低醚化羟乙基

纤维素只可在碱溶液里溶解。使颗粒在表露的通常下只是普通的砂粒，在后期有水渗入其

中时，碱溶性聚合物溶解，露出内部的启动剂碳酸钠等解鳌合物质，对吸水树脂进行解螯

合，吸水树脂开始吸水膨胀。填充了混凝土与防水卷材之间的缝隙，阻止水流的继续上升，

起到了智能化防水作用，在建筑地下防水使用方法是重大的突破。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限于此。

[0022] 以下实施例和对比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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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片层主体采用TPO防水卷材；

高分子自粘胶层采用热熔胶，购自于杭州邦林热熔胶有限公司；

吸水树脂颗粒是购自于南通拜森化工有限公司，型号为DS-3012；

丙烯酸改性聚合物购自于广州市华驰化工有限公司，型号为LATEX-760；

螯合吸水树脂颗粒的粒径在30-50目，被碱溶性聚合物包裹的启动剂颗粒的粒径在30-

50目，砂子的粒径在30-50目。

[0023] 实施例1：

一种时间可控制的吸水膨胀堵漏型预铺卷材，包括1.2  mm厚的防水片层主体，防水片

层主体上涂覆0.3mm厚的高分子自粘胶层和0.3mm厚的砂粒防粘层，所述砂粒防粘层是由螯

合吸水树脂颗粒、被碱溶性聚合物包裹的启动剂颗粒及砂子按照1:1:2的质量比均匀混合

而成。

[0024] 所述螯合吸水树脂颗粒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40g螯合剂加入到300mL清水中，充分搅拌至完全溶解，得到螯合剂溶液；

2）将50g吸水树脂颗粒加入到步骤1）所得螯合剂溶液中，保持搅拌，使螯合剂吸附于吸

水树脂颗粒表面，且螯合剂对吸水树脂颗粒表面进行螯合处理，然后将吸水树脂颗粒捞出

并沥干水分，烘干，即制得所述的螯合吸水树脂颗粒。

[0025] 其中所述螯合剂是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

氯化钙             10 份

六水合氯化镁       30 份

三氯化铁           60 份。

[0026] 所述被碱溶性聚合物包裹的启动剂颗粒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将15g氢氧化钠溶于150mL清水中得到碱液，然后将10g低醚化度羟乙基纤维素（购

自于广州市润宏化工有限公司）和50g丙烯酸改性聚合物溶于上述配制的碱液中进行充分

搅拌直至材料全部溶解，得到混合液A；

S2：以200g碳酸钠和步骤S1所得混合液A为原料，采用流化床喷涂法进行喷涂，得到碱

溶性聚合物包裹启动剂颗粒，一次包裹不够可进行二次包裹，以使碱溶性聚合物将启动剂

颗粒完全包裹覆盖；

S3：将步骤S2所得包裹后的启动剂颗粒浸泡在pH为4-6的弱酸性水溶液中，以去除颗粒

表层的残余碱液，烘干并用电导率仪进行检验包过滤，即制得所述的被碱溶性聚合物包裹

的启动剂颗粒。

[0027] 实施例2：

一种时间可控制的吸水膨胀堵漏型预铺卷材，其结构与实施例1相同，不同之处仅在于

“螯合剂的组分组成配比不同”。

[0028] 实施例2的螯合剂是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

氯化钙             2  份

六水合氯化镁       20  份

三氯化铁           50  份。

[0029] 实施例3：

一种时间可控制的吸水膨胀堵漏型预铺卷材，其结构与实施例1相同，不同之处仅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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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螯合剂的组分组成配比不同”。

[0030] 实施例3的螯合剂是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

氯化钙             30  份

六水合氯化镁       40  份

三氯化铁           30  份。

[0031] 实施例4：

一种时间可控制的吸水膨胀堵漏型预铺卷材，其结构与实施例1相同，不同之处仅在于

“螯合剂的组分组成配比不同”。

[0032] 实施例4的螯合剂是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

氯化钙             30  份

六水合氯化镁       20  份

三氯化铁           10  份。

[0033] 对实施例1-4制备的螯合吸水树脂颗粒进行吸水性能测试：螯合吸水树脂颗粒在

清水中或配方为C30混凝土浆液中，于室温下浸泡7d，螯合吸水树脂颗粒的吸水膨胀率均不

大于5%。

[0034] 对实施例1-4制备的被碱溶性聚合物包裹的启动剂颗粒进行溶解性能测试：被碱

溶性聚合物包裹的启动剂在清水中于室温下浸泡7d，基本不会溶解。被碱溶性聚合物包裹

的启动剂，于室温下浸泡在配方为C30混凝土浆液中，可以观察无机碱外表面包裹的碱溶性

聚合物缓慢的溶解，浸泡24h后被碱溶性聚合物包裹的启动剂颗粒被完全溶解，其中被包裹

的启动剂也溶解在C30混凝土浆液中。

[0035] 对比例1：

一种时间可控制的吸水膨胀堵漏型预铺卷材，其结构与实施例1相同，不同之处仅在于

“砂粒防粘层的组成不同”。对比例1的砂粒防粘层单独由砂子组成，砂粒防粘层的厚度也是

0.3mm。

[0036] 对实施例1和对比例1制备的预铺卷材分别进行性能测试：

采用GB/T  23457-2017的检测标准，将配方为C30混凝土浇筑在预铺卷材的砂粒防粘层

上，最后测试预铺卷材与混凝土之间的剥离强度。结果发现：实施例1的预铺卷材与混凝土

之间的剥离强度，相较于对比例1的预铺卷材与混凝土之间的剥离强度大致相当。

[0037] 采用GB/T  23457-2017的检测标准，将配方为C30混凝土浇筑在预铺卷材的砂粒防

粘层上，结合完成之后，在后期渗水的情况下测试预铺卷材与混凝土之间的剥离强度。结果

发现：实施例1的预铺卷材与混凝土之间的剥离强度，相较于对比例1的预铺卷材与混凝土

之间的剥离强度约降低10%，但是基本阻止了渗水的继续上升扩散。

[0038] 可以看出，本发明的预铺卷材与混凝土的结合能力并没有明显下降，但是本发明

的预铺卷材能够有效地解决渗水的问题。

[0039] 本说明书所述的内容仅仅是对发明构思实现形式的列举，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应

当被视为仅限于实施例所陈述的具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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