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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表面张力调整减缩型聚

羧酸减水剂的制备方法，该方法简单，原料易得

且成本低廉，性价比高，本发明还提供了由该方

法制备的表面张力调整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该

表面张力调整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可显著地降

低水溶液的表面张力，混凝土减缩试验结果表

明，其具有较好的减缩效果，与本公司的普通醚

类聚羧酸减水剂相比，混凝土的收缩率比降低了

71％，用于混凝土时，对混凝土的和易性及强度

没有影响，性价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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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表面张力调整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其特征在于，所述表面张力调整减缩型聚

羧酸减水剂为式(Ⅰ)所示的化合物，所述式(Ⅰ)所示的化合物的结构式如下：

其中a为 的整数，b为 的整数，c为 的整数；d为 的整数，e为

1-100的整数；

所述A为

所述B为 m1为 的整数，m2为0～15的整数；

所述C为 l为1～30的整数；

所述D为

所述E为 n为1～4的整数；

R1为H或CH3；

R2为H或CH3；

R3为H2C＝CH-CH2-、 或H2C＝CHO-

CH2CH2CH2CH2-；

R4为H2C＝CH-CH2-、 或H2C＝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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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2CH2CH2CH2-。

2.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表面张力调整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丙烯酸和甲基丙烯酸中的至少一种与苄基醇、甲基苄基醇、苯乙醇、苯丙醇、苯丁

醇、甲基苯乙醇、甲基苯丙醇和甲基苯丁醇中的至少一种混合，加入催化剂和阻聚剂，搅拌，

升温至80～90℃，保温反应5～6h，降温，得反应产物；

(2)将水，甲基丙烯酸和丙烯酸中的一种，APEG、HPEG、VPEG和TPEG中的一种，APPG、

HPPG、VPPG和TPPG中的一种，烯丙基磺酸钠，链转移剂和步骤(1)得到的反应产物混合，边搅

拌边升温至60～70℃，滴加引发剂溶液，并在2.0h内滴加完毕，继续保温反应4～6h，降温，

用碱液中和至pH＝6～7,即得表面张力调整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

所述HPEG为甲基烯丙基聚氧乙烯醚，所述VPEG为4-羟丁基乙烯基聚氧乙烯醚，所述

TPEG为异戊烯醇聚氧乙烯醚，所述HPPG为甲基烯丙基聚氧丙烯醚，所述VPPG为4-羟丁基乙

烯基聚氧丙烯醚，所述TPPG为异戊烯醇聚氧丙烯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丙烯酸和甲基丙烯酸

中的至少一种与苄基醇、甲基苄基醇、苯乙醇、苯丙醇、苯丁醇、甲基苯乙醇、甲基苯丙醇和

甲基苯丁醇中的至少一种的摩尔比为丙烯酸和甲基丙烯酸中的至少一种：苄基醇、甲基苄

基醇、苯乙醇、苯丙醇、苯丁醇、甲基苯乙醇、甲基苯丙醇和甲基苯丁醇中的至少一种＝1:1

～1.2:1。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催化剂为甲基苯磺酸，

所述催化剂的用量是所述丙烯酸和甲基丙烯酸中的至少一种与苄基醇、甲基苄基醇、苯乙

醇、苯丙醇、苯丁醇、甲基苯乙醇、甲基苯丙醇和甲基苯丁醇中的至少一种的总重量的2％～

2.5％。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阻聚剂为4-甲氧基苯

酚和甲氧基氢醌中的至少一种，所述阻聚剂的用量是所述丙烯酸和甲基丙烯酸中的至少一

种与苄基醇、甲基苄基醇、苯乙醇、苯丙醇、苯丁醇、甲基苯乙醇、甲基苯丙醇和甲基苯丁醇

中的至少一种的总重量的0.2％～0.3％。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丙烯酸和甲基丙烯酸

中的一种，APEG、HPEG、VPEG和TPEG中的一种，APPG、HPPG、VPPG和TPPG中的一种，烯丙基磺酸

钠和步骤(1)得到的反应产物的摩尔比为丙烯酸和甲基丙烯酸中的一种：APEG、HPEG、VPEG

和TPEG中的一种：APPG、HPPG、VPPG和TPPG中的一种：烯丙基磺酸钠：步骤(1)得到的反应产

物＝4～5:0.15～0.3:0.015～0.06:1～1.5:1。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链转移剂为巯基乙醇、

巯基乙酸、巯基丙醇、巯基丙酸中的至少一种。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引发剂溶液为过硫酸

钾溶液和过硫酸铵溶液中的至少一种。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引发剂的摩尔用量是

所述丙烯酸和甲基丙烯酸中的一种，APEG、HPEG、VPEG和TPEG中的一种，APPG、HPPG、VPPG和

TPPG中的一种，烯丙基磺酸钠和步骤(1)得到的反应产物的摩尔数之和的1-5％。

10.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碱液是质量分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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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的氢氧化钠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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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表面张力调整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减缩减水剂，具体涉及一种表面张力调整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及

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混凝土外加剂的出现、发展及其广泛应用，赋予了混凝土新的生命力，减水剂掺入

新拌混凝土中，能够破坏水泥颗粒的絮凝结构，起到分散水泥颗粒及水泥水化颗粒的作用，

从而释放出絮凝结构中的自由水，增大混凝土拌合物的流动性。聚羧酸(PCEs)减水剂属于

阴离子型表面活性剂，掺入水泥浆体中，吸附在带有阳离子的水泥颗粒表面，并离解成亲水

和亲油作用的有机阴离子基团。

[0003] PCEs减水剂分子骨架由主链和较多的支链组成。主链上含有较多的活性基团，且

极性较强，依靠这些活性基团，主链可以“锚固”在水泥颗粒表面上，而侧链具有亲水性，可

以伸展在液相中，从而在水泥颗粒表面形成较大的立体吸附结构，产生空间位阻效应，从而

使水泥颗粒分散并稳定。羧酸根离子使水泥颗粒带上的负电荷在水泥颗粒之间产生静电排

斥作用，并使水泥颗粒分散，增大水泥颗粒与水的接触，使水泥充分水化。在分散水泥颗粒

的过程中，释放出凝聚体所包含的自由水，改善了和易性，减少了拌水量。

[0004] 混凝土的开裂是混凝土应用的一大技术难题，掺减缩剂，减少混凝土收缩，是其中

解决方案之一。用减缩剂控制并减少混凝土的干缩、早期的塑性收缩和自身体积收缩。1982

年日本日产水泥公司和三洋化学公司率先研制出减缩剂，1985年，美国Goto等人取得了第

一个减水剂专利。

[0005] 混凝土收缩是混凝土在浇筑及硬化后产生体积缩小的现象。如果收缩过大，所产

生的收缩应力会使混凝土产生开裂，不但会降低结构强度，裂缝还为空气和水进入混凝土

提供一个通道，使混凝土容易发生碳化腐蚀、钢筋锈蚀，在寒冷地区还会发生冻融循环，这

些都大大降低了混凝土的耐久性，缩短了建筑物的使用寿命。因而，收缩开裂是困扰混凝土

工程的一个难题。

[0006] 通常解决混凝土收缩问题的途径是掺入膨胀剂，主要的原理是通过膨胀剂在混凝

土中生成膨胀性的水化产物来补偿收缩，减少了混凝土开裂的可能性。但是使用膨胀剂特

别需要混凝土在早期有水的养护，条件苛刻，而且本身存在严重的水泥适应性和延迟钙矾

石生成等问题，另外，在调节其添加量上存在困难，如果掺量过少，达不到效果，如果掺量过

大，过量的部分就可能由于膨胀而导致扩大裂纹，因而使用膨胀剂对最终的结果有一定的

不确定性。

[0007] 另外一种是掺纤维，但是掺加纤维只能是提高混凝土的抗裂能力，并不能减少混

凝土的收缩，同时纤维价格高，存在与混凝土相容性问题。也大大限制了它的推广。

[0008] 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和美国针对问题开展研究，开发出第一代的可减轻混凝土

收缩的新型外加剂，称为减缩剂，一种基于减少水溶液表面张力的混凝土外加剂。我国在九

十年代末才陆续有科研院所对减缩剂开始了开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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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减缩剂的减缩机理是从混凝土毛细孔内的微观结构上降低水的表面张力，减少水

分蒸发过程的收缩力，从而降低混凝土的收缩，达到减少混凝土裂缝的目的。

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之处而提供了一种表面张力调整减

缩型聚羧酸减水剂，该表面张力调整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分子结构中引入的疏水性减缩基

团苄基、甲基苄基、苯乙基、苯丙基、苯丁基、甲基苯乙基、甲基苯丙基、甲基苯丁基等，以及

疏水性强的PPO，旨在通过提高分子的疏水性，打破HLB的平衡，亲水性略有降低，从而达到

显著降低水的表面张力，减少水分蒸发的收缩应力，减少混凝土的干燥收缩。

[0011] 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方案：一种表面张力调整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其

特征在于，所述表面张力调整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为式(Ⅰ)所示的化合物，所述式(Ⅰ)所示

的化合物的结构式如下：

[0012]

[0013] 其中a为 的整数，b为 的整数，c为 的整数；d为 的整

数，e为1-100的整数；

[0014] 所述A为

[0015] 所述B为 m1为 的整数，m2为0～15的

整数；

[0016] 所述C为 l为1～30的整数；

[0017] 所述D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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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所述E为 n为1～4的整数；

[0019] R1为H或CH3；

[0020] R2为H或CH3；

[0021] R3为H2C＝CH-CH2-、 或H2C＝

CHO-CH2CH2CH2CH2-；

[0022] R4为H2C＝CH-CH2-、 或H2C＝

CHO-CH2CH2CH2CH2-。

[002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表面张力调整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的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24] (1)将丙烯酸和甲基丙烯酸中的至少一种与苄基醇、甲基苄基醇、苯乙醇、苯丙醇、

苯丁醇、甲基苯乙醇、甲基苯丙醇和甲基苯丁醇中的至少一种混合，加入催化剂和阻聚剂，

搅拌，升温至80～90℃，保温反应5～6h，降温，得反应产物；

[0025] (2)将水，甲基丙烯酸和丙烯酸中的一种，APEG、HPEG、VPEG和TPEG中的一种，APPG、

HPPG、VPPG和TPPG中的一种，烯丙基磺酸钠，链转移剂和步骤(1)得到的反应产物混合，边搅

拌边升温至60～70℃，滴加引发剂溶液，并在2.0h内滴加完毕，继续保温反应4～6h，降温，

用碱液中和至pH＝6～7,即得表面张力调整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

[0026] 上述步骤(1)中反应产物的结构式如下：

[0027]

[0028] 其中R1为CH3或H，R2为CH3或H，n为1～4的整数。

[0029] 上述步骤(1)中的反应方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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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0031] 优选地，所述步骤(1)中丙烯酸和甲基丙烯酸中的至少一种与苄基醇、甲基苄基

醇、苯乙醇、苯丙醇、苯丁醇、甲基苯乙醇、甲基苯丙醇和甲基苯丁醇中的至少一种的摩尔比

为丙烯酸和甲基丙烯酸中的至少一种：苄基醇、甲基苄基醇、苯乙醇、苯丙醇、苯丁醇、甲基

苯乙醇、甲基苯丙醇和甲基苯丁醇中的至少一种＝1:1～1.2:1。

[0032] 优选地，所述步骤(1)中催化剂为甲基苯磺酸，所述催化剂的用量是所述丙烯酸和

甲基丙烯酸中的至少一种与苄基醇、甲基苄基醇、苯乙醇、苯丙醇、苯丁醇、甲基苯乙醇、甲

基苯丙醇和甲基苯丁醇中的至少一种的总重量的2％～2.5％。

[0033] 优选地，所述步骤(1)中阻聚剂为4-甲氧基苯酚和甲氧基氢醌中的至少一种，所述

阻聚剂的用量是所述丙烯酸和甲基丙烯酸中的至少一种与苄基醇、甲基苄基醇、苯乙醇、苯

丙醇、苯丁醇、甲基苯乙醇、甲基苯丙醇和甲基苯丁醇中的至少一种的总重量的0.2％～

0.3％。

[0034] 优选地，所述步骤(2)中丙烯酸和甲基丙烯酸中的一种，APEG、HPEG、VPEG和TPEG中

的一种，APPG、HPPG、VPPG和TPPG中的一种，烯丙基磺酸钠和步骤(1)得到的反应产物的摩尔

比为丙烯酸和甲基丙烯酸中的一种：APEG、HPEG、VPEG和TPEG中的一种：APPG、HPPG、VPPG和

TPPG中的一种：烯丙基磺酸钠：步骤(1)得到的反应产物＝4～5:0.15～0.3:0.015～0.06:1

～1.5:1。

[0035] 优选地，所述APPG、HPPG、VPPG和TPPG中的一种为烯丙基聚氧丙烯醚。

[0036] 优选地，所述步骤(2)中链转移剂为巯基乙醇、巯基乙酸、巯基丙醇、巯基丙酸中的

至少一种。优选地，所述步骤(2)中链转移剂的摩尔用量是所述丙烯酸和甲基丙烯酸中的一

种，APEG、HPEG、VPEG和TPEG中的一种，APPG、HPPG、VPPG和TPPG中的一种，烯丙基磺酸钠和步

骤(1)得到的反应产物的摩尔数之和的0.5％～5％。

[0037] 优选地，所述步骤(2)中引发剂溶液为过硫酸钾溶液和过硫酸铵溶液中的至少一

种。优选地，所述引发剂溶液是质量分数为10--20％的过硫酸钾和过硫酸铵中的至少一种

的水溶液。

[0038] 优选地，所述步骤(2)中引发剂的摩尔用量是所述丙烯酸和甲基丙烯酸中的一种，

APEG、HPEG、VPEG和TPEG中的一种，APPG、HPPG、VPPG和TPPG中的一种，烯丙基磺酸钠和步骤

(1)得到的反应产物的摩尔数之和的1％-5％。

[0039] 优选地，所述步骤(2)中碱液是质量分数为30％的氢氧化钠溶液。

[0040] 本发明利用分子设计原理，在分子中引入减缩基团苄基、甲基苄基、苯乙基、苯丙

基、苯丁基、甲基苯乙基、甲基苯丙基和甲基苯丁基中的至少一种，及具有一定疏水作用的

PPO，使合成产品具有优良的降低表面张力的能力，减少水分蒸发的收缩应力，从而减少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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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的收缩开裂。

[0041] 本发明表面张力调整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分子结构中，疏水性减缩基团苄基等是

通过酯化反应而引入，酯基在水泥强碱环境下水解，形成的-COO-基团对水泥颗粒形成二次

吸附和分散，故本发明表面张力调整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兼具一定的保坍性能。

[0042] 本发明表面张力调整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引入双减缩基团，具有良好的减缩作

用，是优良的表面张力调整混凝土减缩剂。

[004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表面张力调整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的

制备方法，该方法简单，原料易得且成本低廉，性价比高，本发明还提供了由该方法制备的

表面张力调整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该表面张力调整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可显著地降低

水的表面张力，混凝土减缩试验结果表明，其具有较好的减缩效果，与本公司的普通醚类聚

羧酸减水剂相比，混凝土的收缩率比降低了71％，用于混凝土时，对混凝土的强度没有影

响，性价比较高。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为更好的说明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下面将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

作进一步说明。

[0045] 实施例1

[0046] 本发明所述表面张力调整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的一种实施例，所述表面张力调整

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的制备方法如下：

[0047] (1)在装有搅拌器、温度计、回流冷凝管的500ml四口玻璃烧瓶内，加入0.5mol甲基

丙烯酸、0.5mol苄基醇，甲基苯磺酸(用量为甲基丙烯酸和苄基醇总重量的2％)、4-甲氧基

苯酚(用量为甲基丙烯酸和苄基醇总重量的0.2％)，搅拌，升温至80℃，保温反应6h，降温，

得反应产物甲基丙烯酸苄基酯。

[0048] (2)在装有搅拌器、温度计、回流冷凝管的2000ml四口玻璃烧瓶内加入1200ml水、

甲基丙烯酸、APEG、烯丙基聚氧丙烯醚、烯丙基磺酸钠、巯基乙醇、步骤(1)得到的甲基丙烯

酸苄基酯，所述甲基丙烯酸、APEG、烯丙基烯丙基聚氧丙烯醚、苯磺酸钠和步骤(1)得到的反

应产物的摩尔比为甲基丙烯酸：烯丙基聚氧乙烯醚：烯丙基聚氧丙烯醚：烯丙基磺酸钠：步

骤(1)得到的反应产物＝4:0.15:0.015:1:1，所述巯基乙醇的摩尔用量是所述甲基丙烯酸、

APEG、烯丙基聚氧丙烯醚、烯丙基磺酸钠和步骤(1)得到的反应产物的摩尔数之和的0.5％，

边搅拌边升温至60℃，滴加过硫酸钾溶液，所述过硫酸钾的摩尔用量是甲基丙烯酸、APEG、

烯丙基聚氧丙烯醚、烯丙基磺酸钠和步骤(1)得到的反应产物的摩尔数之和的1％，并在

2.0h内滴加完毕，继续保温反应6h，降温，用30Wt％氢氧化钠溶液中和至pH＝6,即得表面张

力调整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PCE-S-P。

[0049] 实施例2

[0050] 本发明所述表面张力调整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的一种实施例，所述表面张力调整

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的制备方法如下：

[0051] (1)在装有搅拌器、温度计、回流冷凝管的500ml四口玻璃烧瓶内，加入0.6mol丙烯

酸、0.5mol甲基苄基醇，甲基苯磺酸(用量为甲基丙烯酸和苄基醇总重量的2.5％)、甲氧基

氢醌(用量为甲基丙烯酸和苄基醇总重量的0.3％)，搅拌，升温至90℃，保温反应5h，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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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反应产物丙烯酸甲基苄基酯。

[0052] (2)在装有搅拌器、温度计、回流冷凝管的2000ml四口玻璃烧瓶内加入1200ml水、

丙烯酸、HPEG、烯丙基聚氧丙烯醚、烯丙基磺酸钠、巯基乙酸、步骤(1)得到的丙烯酸甲基苄

基酯，所述丙烯酸、HPEG、烯丙基聚氧丙烯醚、烯丙基磺酸钠和步骤(1)得到的反应产物的摩

尔比为丙烯酸：烯丙基聚氧乙烯醚：烯丙基聚氧丙烯醚：烯丙基磺酸钠：步骤(1)得到的反应

产物＝5:0.3:0.06:1.5:1，所述巯基乙酸的摩尔用量是所述丙烯酸、HPEG、烯丙基聚氧丙烯

醚，烯丙基磺酸钠和步骤(1)得到的反应产物的摩尔数之和的5％，边搅拌边升温至70℃，滴

加过硫酸钾溶液，所述步骤(2)中过硫酸钾的摩尔用量是所述丙烯酸、HPEG、烯丙基聚氧丙

烯醚，烯丙基磺酸钠和步骤(1)得到的反应产物的摩尔数之和的5％，并在2.0h内滴加完毕，

继续保温反应4h，降温，用30Wt％氢氧化钠溶液中和至pH＝7,即得表面张力调整减缩型聚

羧酸减水剂PCE-S-P。

[0053] 实施例3

[0054] 本发明所述表面张力调整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的一种实施例，所述表面张力调整

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的制备方法如下：

[0055] (1)在装有搅拌器、温度计、回流冷凝管的500ml四口玻璃烧瓶内，加入0.6mol甲基

丙烯酸、0.5mol苯乙醇，甲基苯磺酸(用量为甲基丙烯酸和苄基醇总重量的2％)、4-甲氧基

苯酚(用量为甲基丙烯酸和苄基醇总重量的0.2％)，搅拌，升温至85℃，保温反应6h，降温，

得反应产物甲基丙烯酸苯乙酯。

[0056] (2)在装有搅拌器、温度计、回流冷凝管的2000ml四口玻璃烧瓶内加入1200ml水、

甲基丙烯酸、VPEG、烯丙基聚氧丙烯醚、烯丙基磺酸钠、巯基丙醇、步骤(1)得到的甲基丙烯

酸苯乙酯，所述甲基丙烯酸、VPEG、烯丙基聚氧丙烯醚、烯丙基磺酸钠和步骤(1)得到的反应

产物的摩尔比为甲基丙烯酸：烯丙基聚氧乙烯醚：烯丙基聚氧丙烯醚：烯丙基磺酸钠：步骤

(1)得到的反应产物＝4.5:0.2:0.03:1.2:1，所述巯基丙醇的摩尔用量是所述甲基丙烯酸、

VPEG、烯丙基聚氧丙烯醚，烯丙基磺酸钠和步骤(1)得到的反应产物的摩尔数之和的2％，边

搅拌边升温至60℃，滴加过硫酸钾溶液，所述过硫酸钾的摩尔用量是所述甲基丙烯酸、

VPEG、烯丙基聚氧丙烯醚，烯丙基磺酸钠和步骤(1)得到的反应产物的摩尔数之和的2％，并

在2.0h内滴加完毕，继续保温反应5h，降温，用30Wt％氢氧化钠溶液中和至pH＝7,即得表面

张力调整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PCE-S-P。

[0057] 实施例4

[0058] 本发明所述表面张力调整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的一种实施例，所述表面张力调整

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的制备方法如下：

[0059] (1)在装有搅拌器、温度计、回流冷凝管的500ml四口玻璃烧瓶内，加入0.5mol甲基

丙烯酸、0.5mol苯丙醇，甲基苯磺酸(用量为甲基丙烯酸和苄基醇总重量的2％)、4-甲氧基

苯酚(用量为甲基丙烯酸和苄基醇总重量的0.2％)，搅拌，升温至80℃，保温反应6h，降温，

得反应产物甲基丙烯酸苯丙酯。

[0060] (2)在装有搅拌器、温度计、回流冷凝管的2000ml四口玻璃烧瓶内加入1200ml水、

甲基丙烯酸、TPEG、烯丙基聚氧丙烯醚、烯丙基磺酸钠、巯基乙醇、步骤(1)得到的甲基丙烯

酸苯丙酯，所述甲基丙烯酸、TPEG、烯丙基聚氧丙烯醚、烯丙基磺酸钠和步骤(1)得到的反应

产物的摩尔比为甲基丙烯酸：烯丙基聚氧乙烯醚：烯丙基聚氧丙烯醚：烯丙基磺酸钠：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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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得到的反应产物＝4:0.15:0.015:1:1，所述步骤(2)中巯基乙醇的摩尔用量是所述甲基

丙烯酸、TPEG、烯丙基聚氧丙烯醚，烯丙基磺酸钠和步骤(1)得到的反应产物的摩尔数之和

的3％，边搅拌边升温至60℃，滴加过硫酸钾溶液，所述过硫酸钾的摩尔用量是所述甲基丙

烯酸、TPEG、烯丙基聚氧丙烯醚，烯丙基磺酸钠和步骤(1)得到的反应产物的摩尔数之和的

3％，并在2.0h内滴加完毕，继续保温反应6h，降温，用30Wt％氢氧化钠溶液中和至pH＝6,即

得表面张力调整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PCE-S-P。

[0061] 实施例5

[0062] 本发明所述表面张力调整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的一种实施例，所述表面张力调整

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的制备方法如下：

[0063] (1)在装有搅拌器、温度计、回流冷凝管的500ml四口玻璃烧瓶内，加入0.6mol丙烯

酸、0.5mol甲基苯丁醇，甲基苯磺酸(用量为甲基丙烯酸和苄基醇总重量的2.5％)、甲氧基

氢醌(用量为甲基丙烯酸和苄基醇总重量的0.3％)，搅拌，升温至90℃，保温反应5h，降温，

得反应产物丙烯酸甲基苯丁酯。

[0064] (2)在装有搅拌器、温度计、回流冷凝管的2000ml四口玻璃烧瓶内加入1200ml水、

丙烯酸、APEG、烯丙基聚氧丙烯醚、烯丙基磺酸钠、巯基乙醇、步骤(1)得到的丙烯酸甲基苯

丁酯，所述丙烯酸、APEG、烯丙基聚氧丙烯醚、烯丙基磺酸钠和步骤(1)得到的反应产物的摩

尔比为丙烯酸：烯丙基聚氧乙烯醚：烯丙基聚氧丙烯醚：烯丙基磺酸钠：步骤(1)得到的反应

产物＝5:0.3:0.06:1.5:1，所述巯基乙醇的摩尔用量是所述丙烯酸、APEG、烯丙基聚氧丙烯

醚，烯丙基磺酸钠和步骤(1)得到的反应产物的摩尔数之和的1％，边搅拌边升温至70℃，滴

加过硫酸钾溶液，所述过硫酸钾的摩尔用量是所述丙烯酸、APEG、烯丙基聚氧丙烯醚，烯丙

基磺酸钠和步骤(1)得到的反应产物的摩尔数之和的2％，并在2.0h内滴加完毕，继续保温

反应4h，降温，用30Wt％氢氧化钠溶液中和至pH＝7,即得表面张力调整减缩型聚羧酸减水

剂PCE-S-P。

[0065] 实施例6

[0066] 本发明所述表面张力调整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的一种实施例，所述表面张力调整

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的制备方法如下：

[0067] (1)在装有搅拌器、温度计、回流冷凝管的500ml四口玻璃烧瓶内，加入0.6mol甲基

丙烯酸、0.5mol苯丁醇，甲基苯磺酸(用量为甲基丙烯酸和苄基醇总重量的2％)、4-甲氧基

苯酚(用量为甲基丙烯酸和苄基醇总重量的0.2％)，搅拌，升温至85℃，保温反应6h，降温，

得反应产物甲基丙烯酸苯丁酯。

[0068] (2)在装有搅拌器、温度计、回流冷凝管的2000ml四口玻璃烧瓶内加入1200ml水、

甲基丙烯酸、APEG、烯丙基聚氧丙烯醚、烯丙基磺酸钠、巯基丙醇、步骤(1)得到的甲基丙烯

酸苯丁酯，所述甲基丙烯酸、APEG、烯丙基聚氧丙烯醚、烯丙基磺酸钠和步骤(1)得到的反应

产物的摩尔比为甲基丙烯酸：烯丙基聚氧乙烯醚：烯丙基聚氧丙烯醚：烯丙基磺酸钠：步骤

(1)得到的反应产物＝4.5:0.2:0.03:1.2:1，所述巯基丙醇的摩尔用量是所述甲基丙烯酸、

APEG、烯丙基聚氧丙烯醚、烯丙基磺酸钠和步骤(1)得到的反应产物的摩尔数之和的0.5％，

边搅拌边升温至60℃，滴加过硫酸钾溶液，所述过硫酸钾的摩尔用量是所述甲基丙烯酸、

APEG、烯丙基聚氧丙烯醚、烯丙基磺酸钠和步骤(1)得到的反应产物的摩尔数之和的5％，并

在2.0h内滴加完毕，继续保温反应5h，降温，用30Wt％氢氧化钠溶液中和至pH＝7,即得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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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调整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PCE-S-P。

[0069] 实施例7：本发明表面张力调整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在混凝土中的应用

[0070] 将本发明实施例1-6制备的表面张力调整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PCE-S-P与普通聚

醚聚羧酸减水剂PCE按表2中的重量配比混合后作为外加剂，按表1的配方制备混凝土，其中

外加剂的用量为7.0(折固)重量份，然后测试混凝土的性能。

[0071] 表1混凝土配合比(C30)

[0072]

C(水泥) FA(粉煤灰) K(矿粉) S河砂(砂) G1-2(石) W(水)

220重量份 80重量份 50重量份 800重量份 1100重量份 168重量份

[0073] 表2混凝土的性能测试结果

[0074]

[0075] 本发明合成的表面张力调整减缩型聚羧酸减水剂，可以与普通聚醚或聚酯聚羧酸

减水剂复配使用或单独使用，与普通聚醚或聚酯聚羧酸减水剂相比，具有更优越的减缩效

果，其减缩机理主要是由于在分子中引入减缩基团苄基、甲基苄基、苯乙基、苯丙基、苯丁

基、甲基苯乙基、甲基苯丙基和甲基苯丁基中的至少一种，及具有一定疏水作用的PPO，使合

成产品具有优良的降低表面张力的能力，减少水分蒸发的收缩力，从而减少混凝土的收缩

开裂。

[0076] 表2中试验结果表明：与普通聚醚聚羧酸减水剂PCE相比，本发明表面张力调整减

缩型聚羧酸减水剂PCE-S-P具有更优越的减缩效果，当复配使用时，随着PCE-S-P比例的增

加，混凝土的坍落度和流动度保持性明显提高，28d收缩率比显著降低。

[0077] 最后所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本发明保

护范围的限制，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了详细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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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

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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