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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

修复防水材料及其制备方法，所述速凝水泥基渗

透结晶型自修复防水材料是由下述重量份的组

分组成：硅酸盐水泥55～75份，石英砂25～45份，

缓冲剂3～10份，活性组分A4～12份，活性组分B4

～15份，膨胀剂2～6份，钙离子补充剂1～12份，

减水剂1～4份。本发明所公开的防水材料通过简

单的物理混合方法制得，初凝时间短，氯离子含

量低，可以渗透进入水泥基材料内部形成结晶体

堵塞微裂缝，提高了其抗折抗压能力和二次抗渗

能力，同时也赋予水泥基材料长久的自修复性能

和良好的防水、耐久性能。此外，所述速凝水泥基

渗透结晶型自修复防水材料制备方法简单，对设

备和工艺的要求不高，有很强的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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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材料，其特征在于，以重量份数计，其原料组成

为：

硅酸盐水泥55～75份

石英砂25～45份

缓冲剂3～10份

活性组分A4～12份

活性组分B  4～15份

膨胀剂2～6份

钙离子补充剂1～12份

减水剂1～4份

所述活性组分A为乙二胺四乙酸、乙二胺四乙酸四钠和草酸钠的一种或多种；

所述活性组分B为硅酸钠、磷酸钠和偏铝酸钠的一种或多种；

所述缓冲剂为碳酸氢钠、碳酸钠、碳酸氢钾、碳酸钾的一种或多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速凝

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材料由下述重量份的组分组成：

硅酸盐水泥65份

石英砂35份

缓冲剂5份

活性组分A8份

活性组分B5份

膨胀剂2份

钙离子补充剂3份

减水剂2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

缓冲剂为质量比为1:1的碳酸氢钠与碳酸钠。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

活性组分A为质量比为3:1的乙二胺四乙酸与草酸钠。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

活性组分B为质量比为1:1的硅酸钠与偏铝酸钠。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

膨胀剂为硫酸钠与硫酸铝钾的一种或两种。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

钙离子补充剂为氢氧化钙与硫酸钙的一种或两种。

8.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

减水剂为亚甲基二萘磺酸钠、木质素磺酸钙和木质素磺酸钠的一种或多种。

9.权利要求1所述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步骤：以重量份计，称取硅酸盐水泥55～75份，石英砂25～45份，缓冲剂3～10份，活性

组分A4～12份，活性组分B4～15份，膨胀剂2～6份，钙离子补充剂1～12份，减水剂1～4份，

采用机械搅拌或人工搅拌至混合均匀后缓慢加入23～26份的水中，搅拌均匀，得速凝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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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材料。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搅拌均匀的搅拌时间为3～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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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型自修复防水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防水建筑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型自修复

防水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材料简称CC C W (C e m e n t i t i o u s  C a p i l l a r y 

CrystallineWaterproofing  Materials)，通常以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石英砂等

为主要成分，掺入活性化学物质制成。由于其抗渗性能和自修复性能良好，并且可以防止钢

筋锈蚀，对人体无害，所以从上个世纪产品问世到现在，水泥基渗透结晶防水材料先后在欧

洲和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地得到推广应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我国引进后，已先后应用

于地铁、桥面、水利工程、污水处理厂等工程项目中，取得了显著的防水效果。

[0003] 目前国内的渗透结晶型防水材料一般都是以国外进口的母料为基础进行复配，如

CN  101362867  A、CN  103408986  A等国内专利，由于进口母料导致生产成本增加，不利于渗

透结晶型防水材料在国内的应用与发展，打破国外对于母料的垄断显得尤为必要。而一些

国内的渗透结晶型防水材料配方，如CN  104844079  A、CN  103803833  A等，虽然产品表现出

了防水、抗渗性能，但是有些仅表现出一次抗渗能力，不具有自修复能力或自修复能力较

差，二次抗渗压力检测也不一定达标。中国发明专利CN100347249C公开了一种建筑用水泥

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材料及其制备方法，该材料具有渗透性，生成的晶体能深入封堵结构内

部的孔隙，改善内部结构，防水具有永久性；微细裂缝能自修复；背水面防水与修补效果更

佳，然而该发明使用了硅氧烷乳液，并且需要把浆料烘干磨成粉，这就导致了一方面该产品

的制备方法更加复杂，不能简易施工，这会导致在现场施工中出现由于工人的操作水平导

致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另一方面，该产品的生产成本相对还是偏高，不利于大规模的工程

投入建设。伴随着防水工程量的不断增加以及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添加聚合物乳液的渗

透结晶型防水材料显得不合时宜，急需一款新型的无机渗透结晶型防水材料。此外，国内一

些产品把氯化钙作为渗透结晶型防水材料的促凝剂与钙离子补充剂，虽然氯化钙会对产品

的早强和防冻有一定的提高作用，但是氯离子会促进混凝土的冻融和钢筋的锈蚀，长远来

看会影响混凝土的耐久性和建筑物的寿命，所以必须控制产品的氯离子含量。而在实际应

用过程中，往往会在防水层上继续施工，双组份的渗透结晶型防水材料制备麻烦，而且大多

数产品没有考虑到凝结时间的影响。想要缩短施工的工期和降低施工费用，就要求有一种

渗透结晶型防水材料能够简单易制备，并且可以快速凝结。

[0004] 因此，开发一种简单易制备的新型的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型自修复防水材料对于

国内建筑材料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以上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

材料及其制备方法，通过简单物理混合的方法，以制备出初凝时间短，氯离子含量低的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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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渗透结晶型防水材料，以使水泥基材料更加密实，提高其抗折抗压强度，并具有良好的

遇水自修复和二次抗渗压力性能。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材料，以重量份数计，其原料组成为：

[0008] 硅酸盐水泥  55～75份

[0009] 石英砂  25～45份

[0010] 缓冲剂  3～10份

[0011] 活性组分  A4～12份

[0012] 活性组分  B4～15份

[0013] 膨胀剂  2～6份

[0014] 钙离子补充剂  1～12份

[0015] 减水剂  1～4份

[0016] 所述活性组分A为乙二胺四乙酸、乙二胺四乙酸四钠和草酸钠的一种或多种；

[0017] 所述活性组分B为硅酸钠、磷酸钠和偏铝酸钠的一种或多种；

[0018] 所述缓冲剂为碳酸氢钠、碳酸钠、碳酸氢钾、碳酸钾的一种或多种。

[0019] 为进一步实现本发明目的，优选地，所述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材料由

下述重量份的组分组成：

[0020] 硅酸盐水泥  65份

[0021] 石英砂  35份

[0022] 缓冲剂  5份

[0023] 活性组分  A8份

[0024] 活性组分  B5份

[0025] 膨胀剂  2份

[0026] 钙离子补充剂  3份

[0027] 减水剂  2份。

[0028] 优选地，所述缓冲剂为质量比为1:1的碳酸氢钠与碳酸钠。

[0029] 优选地，所述活性组分A为质量比为3:1的乙二胺四乙酸与草酸钠。

[0030] 优选地，所述活性组分B为质量比为1:1的硅酸钠与偏铝酸钠。

[0031] 优选地，所述膨胀剂为硫酸钠与硫酸铝钾的一种或两种。

[0032] 优选地，所述钙离子补充剂为氢氧化钙与硫酸钙的一种或两种。

[0033] 优选地，所述减水剂为亚甲基二萘磺酸钠、木质素磺酸钙和木质素磺酸钠的一种

或多种。

[0034] 所述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以重量份

计，称取硅酸盐水泥55～75份，石英砂25～45份，缓冲剂3～10份，活性组分A4～12份，活性

组分B4～15份，膨胀剂2～6份，钙离子补充剂1～12份，减水剂1～4份，采用机械搅拌或人工

搅拌至混合均匀后缓慢加入23～26份的水中，搅拌均匀，得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

水材料。

[0035] 优选地，所述搅拌均匀的搅拌时间为3～5min。

[0036] 本发明中，碳酸氢钠、碳酸钠、碳酸氢钾、碳酸钾，可以调节混凝土的初凝时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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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缓冲剂的作用，可以为晶体生长提供一个适合的pH环境，促进水泥的水化，使之产生更多

的水化硅酸钙和C-S-H凝胶，能起到提高混凝土密实性的效果。

[0037] 乙二胺四乙酸，乙二胺四乙酸四钠，为钙离子螯合剂，可以与钙离子形成络合物并

渗透进水泥基材料内部并参与结晶反应进程形成结晶体堵塞孔隙与裂缝。

[0038] 草酸钠，磷酸钠可以与钙离子形成难解离的络合物，可以直接形成晶体堵塞孔隙

与裂缝，减少混凝土孔隙率。

[0039] 硅酸钠，可以与钙离子发生反应生成CaSiO3晶体堵塞孔隙与裂缝。而且硅酸钠还

可以与混凝土中的Ca(OH)2发生作用生成C-S-H凝胶，提高混凝土的防水能力。

[0040] 偏铝酸钠与混凝土中的Ca(OH)2以及未水化的水泥发生反应，生成交联结构的凝

胶，提高混凝土的防水能力。

[0041] 硫酸钠、硫酸铝钾，作为膨胀剂，可以与混凝土里面的水化产物反应生成具有膨胀

性的难溶于水的针状钙矾石晶体，堵塞孔隙与裂缝，提高混凝土的抗折和抗裂能力，提高混

凝土的防水能力。

[0042] 氢氧化钙，硫酸钙，钙离子补充剂，为混凝土补充钙离子，在混凝土里面发生同离

子效应，促进晶体的生长过程，提高混凝土的防水能力。

[0043] 亚甲基二萘磺酸钠、木质素磺酸钙、木质素磺酸钠，是常见的减水剂，也可以作为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其分子包含亲水与疏水两性的基团，可以降低混凝土中水的表面张力

和界面张力，从而起到分散、润湿和润滑的作用。这三种作用可以提高混凝土的流动性与和

易性，减少单位用水量并改善混凝土的工作性。而且，木质素磺酸钙的加入还可以增加活性

物质在混凝土中的渗透深度，进一步提高混凝土的防水能力。

[004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突出效果：

[0045] 1、本发明产品通过在硅酸盐水泥与石英砂里面加入了活性物质，钙离子补充剂与

减水剂组成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材料。其中活性物质包括了络合剂，结晶反应

剂。应用本发明所提供的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材料的水泥基材料，在干燥的条

件下，水泥基材料处于休眠状态。当水泥基材料内部出现微小裂缝或孔隙时，在有水渗入的

情况下水泥基材料将发生一系列的作用完成自修复过程而达到防水的效果。

[0046] 2、本发明产品的活性物质溶于水，其中的结晶反应剂与水泥水化产物作用生成

CaSiO3晶体、CaCO3晶体、针状钙矾石晶体等填充孔隙与裂缝，并能够使混凝土变得密实，提

高其抗折抗压能力。此外，络合剂在溶于水的状态下先与游离的钙离子形成络合物，并沿着

混凝土内部的裂缝渗透至内部，在遇到SiO32-的时候，不稳定的钙离子络合物便释放出Ca2+

与SiO32-形成更稳定的水化硅酸钙堵塞孔隙与裂缝，而活性物质再次被释放参与下一次结

晶的过程，从而保证了混凝土的二次抗渗能力。此外，配合减水剂木质素磺酸钙的使用，提

高了混凝土的工作性，也使防水材料有更深的渗透深度，提高了防水材料的防水效果。

[0047] 3、本发明产品有高效渗透结晶能力，能快速凝结，达到良好的防水抗渗作用。

[0048] 4、本发明产品相对普通的水泥砂浆有较高的抗折抗压强度，抗裂性好。

[0049] 5、本发明产品有良好的自修复能力，二次抗渗压力较高，而且制备方法简单，对设

备和工艺的要求不高，对于水泥基材料的成本降低与使用寿命的提高有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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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50] 图1为实施例2制备的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材料的砂浆层截面SEM照

片；

[0051] 图2为实施例4制备的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材料的砂浆层截面SEM照

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52] 为更好地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53] 实施例1

[0054] 一种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材料，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组分组成：42.5R

硅酸盐水泥55份，70～140目石英砂25份，缓冲剂10份，活性组分A4份，活性组分B  4份，膨胀

剂2份，钙离子补充剂1份，减水剂1份，水23份；其中，缓冲剂为质量比为1:1的碳酸氢钾与碳

酸钾，活性组分A为质量比为2:1的乙二胺四乙酸与草酸钠，活性组分B为质量比为1:1:1的

硅酸钠、磷酸钠与偏铝酸钠，膨胀剂为质量比为1:1的硫酸钠与硫酸铝钾，钙离子补充剂为

硫酸钙，减水剂为亚甲基二萘磺酸钠。

[0055] 按上述质量比称取各组分原料，把硅酸盐水泥、石英砂、缓冲剂、活性组分A、活性

组分B、膨胀剂、钙离子补充剂、减水剂采用机械搅拌或人工搅拌至混合均匀后缓慢加入称

好的水中，搅拌5min至均匀，即为所述的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材料。

[0056] 实施例2

[0057] 一种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材料，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组分组成：42.5R

硅酸盐水泥65份，70～140目石英砂35份，缓冲剂5份，活性组分A  8份，活性组分B  5份，膨胀

剂2份，钙离子补充剂3份，减水剂2份，水26份；其中，缓冲剂为质量比为1:1的碳酸氢钠与碳

酸钠，活性组分A为质量比为3:1的乙二胺四乙酸与草酸钠，活性组分B为质量比为1:1的硅

酸钠与偏铝酸钠，膨胀剂为硫酸铝钾，钙离子补充剂为氢氧化钙，减水剂为木质素磺酸钙。

[0058] 按上述质量比称取各组分原料，把硅酸盐水泥、石英砂、缓冲剂、活性组分A、活性

组分B、膨胀剂、钙离子补充剂、减水剂采用机械搅拌或人工搅拌至混合均匀后缓慢加入称

好的水中，搅拌3min至均匀，即为所述的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材料。

[0059] 图1为实施例2制备的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材料的砂浆层截面SEM照

片。从SEM图可以看出，本发明产品内部产生了大量的针状结晶物，这些针状结晶物起到堵

塞毛细管和密实作用，从而达到防水目的和提高材料的使用寿命。说明本实施例方法不仅

有效可行，而且制备方法简单，成本低。

[0060] 实施例3

[0061] 一种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材料，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组分组成：42.5R

硅酸盐水泥75份，70～140目石英砂45份，缓冲剂3份，活性组分A12份，活性组分B  4份，膨胀

剂6份，钙离子补充剂12份，减水剂4份，水25份；其中，缓冲剂为质量比为1:1的碳酸氢钾与

碳酸钾，活性组分A为质量比为2:1的乙二胺四乙酸与草酸钠，活性组分B为质量比为1:1的

硅酸钠与偏铝酸钠，膨胀剂为1:1的硫酸钠与硫酸铝钾，钙离子补充剂为1:1的氢氧化钙与

硫酸钙，减水剂为木质素磺酸钠。

[0062] 按上述质量比称取各组分原料，把硅酸盐水泥、石英砂、缓冲剂、活性组分A、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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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分B、膨胀剂、钙离子补充剂、减水剂采用机械搅拌或人工搅拌至混合均匀后缓慢加入称

好的水中，搅拌4min至均匀，即为所述的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材料。

[0063] 实施例4

[0064] 一种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材料，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组分组成：42.5R

硅酸盐水泥65份，70～140目石英砂35份，缓冲剂10份，活性组分A8份，活性组分B  4份，膨胀

剂2份，钙离子补充剂3份，减水剂2份，水26份；其中，缓冲剂为质量比为1:1的碳酸氢钠与碳

酸钠，活性组分A为质量比为3:1的乙二胺四乙酸与草酸钠，活性组分B为质量比为1:2的硅

酸钠与偏铝酸钠，膨胀剂为硫酸铝钾，钙离子补充剂为氢氧化钙，减水剂为木质素磺酸钙。

[0065] 按上述质量比称取各组分原料，把硅酸盐水泥、石英砂、缓冲剂、活性组分A、活性

组分B、膨胀剂、钙离子补充剂、减水剂采用机械搅拌或人工搅拌至混合均匀后缓慢加入称

好的水中，搅拌4min至均匀，即为所述的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材料。

[0066] 图2为实施例4制备的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材料的砂浆层截面SEM照

片。从SEM图可以看出，本发明产品内部产生了大量的针状结晶物，这些针状结晶物起到堵

塞毛细管和密实作用，从而达到防水目的和提高材料的使用寿命。说明本实施例方法不仅

有效可行，而且制备方法简单，成本低。

[0067] 实施例5

[0068] 一种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材料，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组分组成：42.5R

硅酸盐水泥65份，70～140目石英砂35份，缓冲剂8份，活性组分A  12份，活性组分B15份，膨

胀剂2份，钙离子补充剂3份，减水剂2份，水26份；其中，缓冲剂为质量比为1:1的碳酸氢钠与

碳酸钠，活性组分A为质量比为2:1的乙二胺四乙酸与草酸钠，活性组分B为质量比为1:1的

硅酸钠与偏铝酸钠，膨胀剂为质量比为1:1的硫酸钠与硫酸铝钾，钙离子补充剂为氢氧化

钙，减水剂为木质素磺酸钙。

[0069] 按上述质量比称取各组分原料，把硅酸盐水泥、石英砂、缓冲剂、活性组分A、活性

组分B、膨胀剂、钙离子补充剂、减水剂采用机械搅拌或人工搅拌至混合均匀后缓慢加入称

好的水中，搅拌3～5min至均匀，即为所述的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材料。

[0070] 本发明的五个实施例均在30min初凝。

[0071] 本发明实施例1、3和5制备的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材料的砂浆层截面

SEM照片与图1和图2相似，不一一提供。

[0072] 表1 为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材料实施例1～5的性能测试结果。

[0073]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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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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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0076] 从测试结果可以看出本发明产品完全达到国标GB18445-2012《水泥基渗透结晶型

防水材料》标准，具有良好的二次抗渗压力，达到优良的防水效果。

[0077] 本发明产品通过在硅酸盐水泥与石英砂里面加入了活性物质，钙离子补充剂与减

水剂组成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材料。其中活性物质包括了络合剂，结晶反应剂。

应用本发明所提供的速凝水泥基渗透结晶自修复防水材料的水泥基材料，在干燥的条件

下，水泥基材料处于休眠状态。当水泥基材料内部出现微小裂缝或孔隙时，在有水渗入的情

况下水泥基材料将发生一系列的作用完成自修复过程而达到防水的效果。

[0078] 本发明产品的活性物质溶于水，其中的结晶反应剂与水泥水化产物作用生成

CaSiO3晶体、CaCO3晶体、针状钙矾石晶体等填充孔隙与裂缝，并能够使混凝土变得密实，提

高其抗折抗压能力。此外，络合剂在溶于水的状态下先与游离的钙离子形成络合物，并沿着

混凝土内部的裂缝渗透至内部，在遇到SiO32-的时候，不稳定的钙离子络合物便释放出Ca2+

与SiO32-形成更稳定的水化硅酸钙堵塞孔隙与裂缝，而活性物质再次被释放参与下一次结

晶的过程，从而保证了混凝土的二次抗渗能力。此外，配合减水剂木质素磺酸钙的使用，提

高了混凝土的工作性，也使防水材料有更深的渗透深度，提高了防水材料的防水效果。

[0079] 本发明产品有高效渗透结晶能力，能快速凝结，达到良好的防水抗渗作用。

[0080] 本发明产品相对普通的水泥砂浆有较高的抗折抗压强度，抗裂性好。

[0081] 本发明产品有良好的自修复能力，二次抗渗压力较高，而且制备方法简单，对设备

和工艺的要求不高，对于水泥基材料的成本降低与使用寿命的提高有很好的作用。

[0082] 上述的具体实施例只是为了说明本发明的实质性内容，并非以此限定本发明的实

施范围，对依本发明的原理、构成以及结构进行的等效变化，均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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