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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及其

制造方法，所述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

包括重量份：水泥200-240份，超细磷渣粉10-15

份，生石灰5-10份，砂100-120份，改性膨化轻质

骨料50-120份，流变剂20-25份，羟丙基纤维素5-

10份，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2-6份，水70-90份，

本发明使用改性球磨剂对轻质骨料进行球磨并

对其表面改性，使轻质骨料颗粒大小更加均匀，

并改善其表面润湿性，其骨料越均匀表面润湿性

其在浆料中分布越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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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

所述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包括重量份：水泥200-240份，超细磷渣粉10-15

份，生石灰5-10份，砂100-120份，改性膨化轻质骨料50-120份，流变剂20-25份，羟丙基纤维

素5-10份，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2-6份，水70-90份，

所述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首先制备流变剂：甲基

丙烯酸甲酯100-150ml加热至46-50℃，搅拌加入三异丙醇胺10-15g，加热升温60-70℃，向

反应釜中添加二甲苯磺酸钠5-6g和海藻酸钠6-8g，利用磁力搅拌器以转速200-240r/min进

行搅拌反应，之后将磁力搅拌器转速调整至350-400r/min，加入乙酸乙酯20-40ml，加入完

毕后，持续搅拌10-15分钟得到悬浮液，得到悬浮液使用高速离心机进行离心处理，离心处

理时间20-40分钟，收集下层乳液，得到流变剂；

改性膨化轻质骨料：松脂岩和黑曜岩按照质量比1：0.2-0.5进行混合均匀，放入破碎机

中进行破碎，破碎后粉料加热至400-500℃，保温0.5-1小时，之后将温度升高到1220-1230

℃进行膨化处理，膨化时间1-3分钟，得到膨化轻质骨料，将膨化轻质骨料与改性球磨剂混

合后，放入球磨机中进行球磨，球磨时间30-50分钟，球磨速度为300-400r/min，球磨后干

燥，得到改性膨化轻质骨料，上述改性球磨剂包括重量份：萘磺酸盐甲醛缩合物5-10份，硅

溶胶2-5份和乙酸1-2份和乙醇30-50份，

按照上述比例称取水泥，超细磷渣粉，生石灰，砂，改性膨化轻质骨料，流变剂，羟丙基

纤维素，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水，首先将水泥，生石灰，砂，改性膨化轻质骨料加入搅拌

机中，搅拌5-10min，之后将超细磷渣粉和羟丙基纤维素加入，拌和2-3分钟；最后将所述流

变剂、水与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依次加入，搅拌5-7分钟，静置3-5分钟后，得到流变性良

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所述流变性良好的建筑

外墙保温砂浆包括：水泥220份，超细磷渣粉13份，生石灰6份，砂100份，改性膨化轻质骨料

70份，流变剂20份，羟丙基纤维素7份，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4份，水85份。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及其制造方法，所述甲基

丙烯酸甲酯120ml加热至50℃。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所述搅拌加入三异丙醇

胺15g，加热升温60℃。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所述添加二甲苯磺酸钠

6g和海藻酸钠7g。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所述利用磁力搅拌器以

转速200r/min进行搅拌反应。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所述磁力搅拌器转速调

整至360r/min。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所述离心处理时间30分

钟。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所述松脂岩和黑曜岩质

量比1：0.3。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所述破碎后粉料加热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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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保温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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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属于外墙保温砂浆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外墙外保温系统是目前我国建筑墙体节能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节能技术措施，正在

全国大范围普及，在建筑节能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目前市场上以胶粉聚苯颗粒保温  砂浆

为保温层的建筑保温体系在工业与民用建筑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但是，目前市场  上所出售

的外墙外保温砂浆因轻质材料分部不均匀，导致产品保温性能不稳定缺陷。因而市场上迫

切需要一种改善产品性能和降低产品成本等优点的外墙保温砂浆。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提高现有外墙保温砂浆流变性和保温性能，本发明提供一种流变性良好的建

筑外墙保温砂浆及其制造方法，

一种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及其制造方法，

所述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包括重量份：水泥200-240份，超细磷渣粉10-15

份，生石灰5-10份，砂100-120份，改性膨化轻质骨料50-120份，流变剂20-25份，羟丙基纤维

素5-10份，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2-6份，水70-90份，

所述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首先制备流变剂：甲基

丙烯酸甲酯100-150ml加热至46-50℃，搅拌加入三异丙醇胺10-15g，加热升温60-70℃，向

反应釜中添加二甲苯磺酸钠5-6g和海藻酸钠6-8g，利用磁力搅拌器以转速200-240r/min进

行搅拌反应，之后将磁力搅拌器转速调整至350-400r/min，加入乙酸乙酯20-40ml，加入完

毕后，持续搅拌10-15分钟得到悬浮液，得到悬浮液使用高速离心机进行离心处理，离心处

理时间20-40分钟，收集下层乳液，得到流变剂；

改性膨化轻质骨料：松脂岩和黑曜岩按照质量比1：0.2-0.5进行混合均匀，放入破碎机

中进行破碎，破碎后粉料加热至400-500℃。保温0.5-1小时，之后将温度升高到1220-1230

℃进行膨化处理，膨化时间1-3分钟，得到膨化轻质骨料，将膨化轻质骨料与改性球磨剂混

合后，放入球磨机中进行球磨，球磨时间30-50分钟，球磨速度为300-400r/min，球磨后干

燥，得到改性膨化轻质骨料，上述改性球磨剂包括重量份：萘磺酸盐甲醛缩合物5-10份，硅

溶胶2-5份和乙酸1-2份和乙醇30-50份，

按照上述比例称取水泥，超细磷渣粉，生石灰，砂，改性膨化轻质骨料，流变剂，羟丙基

纤维素，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水，首先将水泥，生石灰，砂，改性膨化轻质骨料加入搅拌

机中，搅拌5-10min，之后将超细磷渣粉和羟丙基纤维素加入，拌和2-3分钟；最后将所述流

变剂、水与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依次加入，搅拌5-7分钟，静置3-5分钟后，得到流变性良

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

[0004] 作为优选，所述的一种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所述流变性良好的建筑

外墙保温砂浆包括：水泥220份，超细磷渣粉13份，生石灰6份，砂100份，改性膨化轻质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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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份，流变剂20份，羟丙基纤维素7份，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4份，水85份。

[0005] 作为优选，所述的一种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及其制造方法，所述甲基

丙烯酸甲酯120ml加热至50℃。

[0006] 作为优选，所述的一种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及其制造方法，所述搅拌

加入三异丙醇胺15g，加热升温60℃。

[0007] 作为优选，所述的一种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及其制造方法，所述添加

二甲苯磺酸钠6g和海藻酸钠7g。

[0008] 作为优选，所述的一种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及其制造方法，所述利用

磁力搅拌器以转速200r/min进行搅拌反应。

[0009] 作为优选，所述的一种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及其制造方法，所述磁力

搅拌器转速调整至360r/min。

[0010] 作为优选，所述的一种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及其制造方法，所述离心

处理时间30分钟。

[0011] 作为优选，所述的一种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及其制造方法，所述松脂

岩和黑曜岩质量比1：0.3。

[0012] 作为优选，所述的一种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及其制造方法，所述破碎

后粉料加热至450℃。保温1小时。

[0013] 本发明使用改性球磨剂对轻质骨料进行球磨并对其表面改性，使轻质骨料颗粒大

小更加均匀，并改善其表面润湿性，其骨料越均匀表面润湿性其在浆料中分布越均匀，流变

剂改善砂浆的流变性和稳定性，并且可以提高改善表面润湿性改性轻质骨料的在砂浆在的

分布性，防止改性轻质骨料分层或沉降，提高砂浆保温性能。其砂浆具有悬浮、抗沉降、抗流

挂性在施工过程中更易操作，降低涂覆中不必要的浪费，降低成本。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保温砂浆测试性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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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1

一种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及其制造方法，

所述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包括重量份：水泥210份，超细磷渣粉12份，生石

灰5份，砂100份，改性膨化轻质骨料70份，流变剂20份，羟丙基纤维素7份，聚羧酸系高性能

减水剂2份，水90份，

所述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首先制备流变剂：甲基

丙烯酸甲酯150ml加热至46-50℃，搅拌加入三异丙醇胺12g，加热升温60-70℃，向反应釜中

添加二甲苯磺酸钠5g和海藻酸钠6g，利用磁力搅拌器以转速230r/min进行搅拌反应，之后

将磁力搅拌器转速调整至380r/min，加入乙酸乙酯40ml，加入完毕后，持续搅拌10-15分钟

得到悬浮液，得到悬浮液使用高速离心机进行离心处理，离心处理时间30分钟，收集下层乳

液，得到流变剂；

改性膨化轻质骨料：松脂岩和黑曜岩按照质量比1：0.3进行混合均匀，放入破碎机中进

行破碎，破碎后粉料加热至450℃。保温1小时，之后将温度升高到1230℃进行膨化处理，膨

化时间1分钟，得到膨化轻质骨料，将膨化轻质骨料与改性球磨剂混合后，放入球磨机中进

行球磨，球磨时间50分钟，球磨速度为400r/min，球磨后干燥，得到改性膨化轻质骨料，上述

改性球磨剂包括重量份：萘磺酸盐甲醛缩合物9份，硅溶胶5份和乙酸2份和乙醇45份，

按照上述比例称取水泥，超细磷渣粉，生石灰，砂，改性膨化轻质骨料，流变剂，羟丙基

纤维素，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水，首先将水泥，生石灰，砂，改性膨化轻质骨料加入搅拌

机中，搅拌10min，之后将超细磷渣粉和羟丙基纤维素加入，拌和3分钟；最后将所述流变剂、

水与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依次加入，搅拌5分钟，静置3分钟后，得到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

墙保温砂浆。

[0015] 实施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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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及其制造方法，

所述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包括重量份：水泥200份，超细磷渣粉14份，生石

灰9份，砂120份，改性膨化轻质骨料110份，流变剂24份，羟丙基纤维素6份，聚羧酸系高性能

减水剂5份，水90份，

所述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首先制备流变剂：甲基

丙烯酸甲酯100ml加热至46-50℃，搅拌加入三异丙醇胺11g，加热升温60-70℃，向反应釜中

添加二甲苯磺酸钠6g和海藻酸钠6g，利用磁力搅拌器以转速210r/min进行搅拌反应，之后

将磁力搅拌器转速调整至350r/min，加入乙酸乙酯35ml，加入完毕后，持续搅拌15分钟得到

悬浮液，得到悬浮液使用高速离心机进行离心处理，离心处理时间40分钟，收集下层乳液，

得到流变剂；

改性膨化轻质骨料：松脂岩和黑曜岩按照质量比1：0.45进行混合均匀，放入破碎机中

进行破碎，破碎后粉料加热至470℃。保温0.5小时，之后将温度升高到1230℃进行膨化处

理，膨化时间1-3分钟，得到膨化轻质骨料，将膨化轻质骨料与改性球磨剂混合后，放入球磨

机中进行球磨，球磨时间40分钟，球磨速度为300-400r/min，球磨后干燥，得到改性膨化轻

质骨料，上述改性球磨剂包括重量份：萘磺酸盐甲醛缩合物8份，硅溶胶3份和乙酸2份和乙

醇35份，

按照上述比例称取水泥，超细磷渣粉，生石灰，砂，改性膨化轻质骨料，流变剂，羟丙基

纤维素，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水，首先将水泥，生石灰，砂，改性膨化轻质骨料加入搅拌

机中，搅拌8min，之后将超细磷渣粉和羟丙基纤维素加入，拌和2分钟；最后将所述流变剂、

水与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依次加入，搅拌5-7分钟，静置5分钟后，得到流变性良好的建筑

外墙保温砂浆。

[0016] 实施例3

一种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及其制造方法，

所述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包括重量份：水泥220份，超细磷渣粉14份，生石

灰10份，砂120份，改性膨化轻质骨料90份，流变剂22份，羟丙基纤维素7份，聚羧酸系高性能

减水剂5份，水75份，

所述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首先制备流变剂：甲基

丙烯酸甲酯130ml加热至48℃，搅拌加入三异丙醇胺10g，加热升温62℃，向反应釜中添加二

甲苯磺酸钠5g和海藻酸钠7g，利用磁力搅拌器以转速240r/min进行搅拌反应，之后将磁力

搅拌器转速调整至360r/min，加入乙酸乙酯25ml，加入完毕后，持续搅拌10分钟得到悬浮

液，得到悬浮液使用高速离心机进行离心处理，离心处理时间30分钟，收集下层乳液，得到

流变剂；

改性膨化轻质骨料：松脂岩和黑曜岩按照质量比1：0.25进行混合均匀，放入破碎机中

进行破碎，破碎后粉料加热至490℃。保温1小时，之后将温度升高到1225℃进行膨化处理，

膨化时间1-3分钟，得到膨化轻质骨料，将膨化轻质骨料与改性球磨剂混合后，放入球磨机

中进行球磨，球磨时间50分钟，球磨速度为340r/min，球磨后干燥，得到改性膨化轻质骨料，

上述改性球磨剂包括重量份：萘磺酸盐甲醛缩合物6份，硅溶胶3份和乙酸2份和乙醇36份，

按照上述比例称取水泥，超细磷渣粉，生石灰，砂，改性膨化轻质骨料，流变剂，羟丙基

纤维素，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水，首先将水泥，生石灰，砂，改性膨化轻质骨料加入搅拌

说　明　书 4/6 页

7

CN 109133823 A

7



机中，搅拌6min，之后将超细磷渣粉和羟丙基纤维素加入，拌和3分钟；最后将所述流变剂、

水与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依次加入，搅拌6分钟，静置4分钟后，得到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

墙保温砂浆。

[0017] 实施例4

一种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及其制造方法，

所述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包括重量份：水泥230份，超细磷渣粉11份，生石

灰9份，砂115份，改性膨化轻质骨料80份，流变剂23份，羟丙基纤维素9份，聚羧酸系高性能

减水剂5份，水80份，

所述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首先制备流变剂：甲基

丙烯酸甲酯140ml加热至46℃，搅拌加入三异丙醇胺14g，加热升温62℃，向反应釜中添加二

甲苯磺酸钠6g和海藻酸钠7g，利用磁力搅拌器以转速210r/min进行搅拌反应，之后将磁力

搅拌器转速调整至350r/min，加入乙酸乙酯36ml，加入完毕后，持续搅拌10分钟得到悬浮

液，得到悬浮液使用高速离心机进行离心处理，离心处理时间20分钟，收集下层乳液，得到

流变剂；

改性膨化轻质骨料：松脂岩和黑曜岩按照质量比1：0.45进行混合均匀，放入破碎机中

进行破碎，破碎后粉料加热至470℃。保温0.5-1小时，之后将温度升高到1230℃进行膨化处

理，膨化时间1分钟，得到膨化轻质骨料，将膨化轻质骨料与改性球磨剂混合后，放入球磨机

中进行球磨，球磨时间40分钟，球磨速度为320r/min，球磨后干燥，得到改性膨化轻质骨料，

上述改性球磨剂包括重量份：萘磺酸盐甲醛缩合物5份，硅溶胶4份和乙酸1份和乙醇48份，

按照上述比例称取水泥，超细磷渣粉，生石灰，砂，改性膨化轻质骨料，流变剂，羟丙基

纤维素，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水，首先将水泥，生石灰，砂，改性膨化轻质骨料加入搅拌

机中，搅拌6min，之后将超细磷渣粉和羟丙基纤维素加入，拌和3分钟；最后将所述流变剂、

水与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依次加入，搅拌6分钟，静置4分钟后，得到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

墙保温砂浆。

[0018] 实施例5

一种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及其制造方法，

所述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包括重量份：水泥240份，超细磷渣粉15份，生石

灰9份，砂120份，改性膨化轻质骨料70份，流变剂20份，羟丙基纤维素6份，聚羧酸系高性能

减水剂2份，水70份，

所述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墙保温砂浆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首先制备流变剂：甲基

丙烯酸甲酯100ml加热至50℃，搅拌加入三异丙醇胺10g，加热升温60-70℃，向反应釜中添

加二甲苯磺酸钠6g和海藻酸钠8g，利用磁力搅拌器以转速200r/min进行搅拌反应，之后将

磁力搅拌器转速调整至400r/min，加入乙酸乙酯40ml，加入完毕后，持续搅拌10-15分钟得

到悬浮液，得到悬浮液使用高速离心机进行离心处理，离心处理时间40分钟，收集下层乳

液，得到流变剂；

改性膨化轻质骨料：松脂岩和黑曜岩按照质量比1：  0.5进行混合均匀，放入破碎机中

进行破碎，破碎后粉料加热至420℃。保温1小时，之后将温度升高到1220℃进行膨化处理，

膨化时间2分钟，得到膨化轻质骨料，将膨化轻质骨料与改性球磨剂混合后，放入球磨机中

进行球磨，球磨时间50分钟，球磨速度为400r/min，球磨后干燥，得到改性膨化轻质骨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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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改性球磨剂包括重量份：萘磺酸盐甲醛缩合物7份，硅溶胶3份和乙酸1份和乙醇38份，

按照上述比例称取水泥，超细磷渣粉，生石灰，砂，改性膨化轻质骨料，流变剂，羟丙基

纤维素，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水，首先将水泥，生石灰，砂，改性膨化轻质骨料加入搅拌

机中，搅拌9min，之后将超细磷渣粉和羟丙基纤维素加入，拌和3分钟；最后将所述流变剂、

水与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依次加入，搅拌7分钟，静置5分钟后，得到流变性良好的建筑外

墙保温砂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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