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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耐高温触变剂的制备方法，

属于混凝土外加剂技术领域。本发明利用酸液浸

泡，高温高压反应从甘蔗渣与豆渣中提取得到纤

维素、半纤维素、蔗糖、蛋白质等成分，同时蔗糖、

蛋白质部分分解生成葡萄糖、分子链链长较短的

多糖以及多肽等物质，从豆渣与甘蔗渣中提取的

纤维分子经过高温高压反应以及酸液的腐蚀，形

成断裂，分子链长大大减小，有利触变剂在受到

剪切力时网络结构更加容易被破坏，将镁离子引

入葡萄糖酸和纤维分子中，利用其中丰富的羧基

基团吸附络合镁离子，使镁离子沉降于有机物

中，从而在与碱液高温反应后，在有机物表面生

长纳米级氧化镁，氧化镁包覆部分有机物，从而

保护有机物防止受热分解，加强水泥的刚性和力

学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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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耐高温触变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制备步骤为：

（1）将发酵产物投入烧杯中，将烧杯置于水浴温度为90～100℃的水浴锅中，恒温水煮

100～120min，向烧杯中滴加质量分数为12～14%的氢氧化钠溶液调节pH值至11～12，继续

恒温水煮2～3h，水煮后滴加质量分数为10～12%的盐酸调节pH值至中性；

（2）将烧杯置于真空干燥箱中，在真空度为120～160Pa和温度为30～36℃的条件下静

置12～14h制得干燥产物，将干燥产物与乙二醇丁醚投入烧杯中，用搅拌装置以400～500r/

min的转速混合搅拌50～70min，搅拌后将物料浓缩至原体积的55～65%，即得耐高温触变

剂；

所述的发酵产物的具体制备步骤为：

向反应釜中滴加质量分数为6～10%的碳酸氢钠溶液调节改性反应产物pH值至中性制

得中性产物，将中性产物、银杏树树叶、银杏树树根投入粉碎机中粉碎共混制得混合物，依

次用丙酮与无水乙醇清洗混合物3～5次，将混合物与葡萄糖投入发酵罐中混合均匀，将上

述发酵罐置于室温温度为32～36℃的温室中，敞口静置8～10天制得发酵产物；

所述的改性反应产物的具体制备步骤为：

（1）将甘蔗渣与豆渣混合投入烘箱中，在温度为70～80℃的条件下干燥10～12h，干燥

后投入行星球磨机中，在球料比为5：1和转速为300～360r/min的条件下研磨2～3h过50目

筛得到研磨产物；

（2）将研磨产物与盐酸投入烧杯中，将烧杯置于超声振荡仪中，在频率为36～40kHz的

条件下振荡4～6h制得混合浆液，将混合浆液与氯化镁投入反应釜中，用搅拌装置以400～

500r/min的转速混合搅拌30～40min；

（3）将反应釜内温度升高至110～120℃，恒温反应2～3h制得高温水解液，向反应釜中

加入高锰酸钾，用搅拌器以800～900r/min的转速混合搅拌30～40min制得氧化液，将反应

釜密闭，向反应釜中充入氮气，升高釜内气压至1.4～1.8MPa，恒压静置80～100min制得改

性反应产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耐高温触变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干燥产物与乙二

醇丁醚的质量比为2：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耐高温触变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发酵产物的具体

制备步骤中优选的按重量份数计，所述的中性产物为20～22份、银杏树树叶为1～2份、银杏

树树根为2～3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耐高温触变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发酵产物的具体

制备步骤中所述的混合物与葡萄糖的质量比为20：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耐高温触变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改性反应产物的

具体制备步骤（1）中所述的甘蔗渣与豆渣的质量比为4：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耐高温触变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改性反应产物的

具体制备步骤（2）中所述的研磨产物与盐酸的质量比为1：10，盐酸的质量分数为8～1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耐高温触变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改性反应产物的

具体制备步骤（2）中所述的混合浆液与氯化镁的质量比为20：1。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耐高温触变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改性反应产物的

具体制备步骤（3）中所述的高锰酸钾的质量为高温水解液质量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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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耐高温触变剂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耐高温触变剂的制备方法，属于混凝土外加剂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润滑脂受到剪切时，稠度变小，停止剪切时，稠度又增加的性质即是触变性。触变

性亦称摇变。是凝胶体在振荡、压迫等机械力的作用下发生的可逆的溶胶现象。它是由弗罗

因德利希发现的。细长的颗粒靠弱的化学键连结形成网状结构，很容易被外力破坏，广泛应

用于建筑、涂料行业。又称防流淌剂和防流挂剂。

[0003] 触变剂是近几年来研究开发的一种新型的水泥混凝土外加剂，添加此外加剂的目

的在于增加水泥胶凝材料的粘聚性和粘结力，减少材料组分的分离率，提高匀质性和硬化

产品的性能。触变性水泥浆体系主要由水泥和触变剂组成，制备触变水泥的关键是触变剂

的选择及合理使用。触变剂的作用机理为：触变剂在水泥浆体或混凝土中能够形成网络结

构，当体系受到剪切力时，所形成的网络结构被破坏，体系恢复流动性，黏度降低；当剪切力

停止时，体系重新形成网络结构，黏度增加。

[0004] 通常在预应力灌浆，自流平混凝土，自密实混凝土，水下不离散混凝土等大流动度

体系中加入触变剂，一方面是利用其提高混凝土的流变性，降低混凝土搅拌阶段的粘度；另

一方面利用其提高系统的屈服应力，从而提高减水剂在水泥基体系中的极限掺量，解决因

减水剂过量造成的离析泌水问题。

[0005] 常用的触变剂有，纤维素水溶性高分子，聚丙烯酰胺类，生物胶，葡萄糖或蔗糖等

高聚物，其中以纤维素醚、甲基纤维素、聚丙烯酰胺、黄原胶、温轮胶等的应用最多，但目前

已有的这些触变剂存在掺量高，触变性能一般，触变性不够强，从而不能有效的发挥其作

用；对温度敏感；常温下触变性较好，但随着温度的升高，触变性明显下降；综合性能欠佳。

[0006] 因此，发明一种触变性能好且耐高温性能好的触变剂对混凝土外加剂技术领域具

有积极意义。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针对目前触变剂触变性能不足，随着温度提高触变

性能下降的缺陷，提供了一种耐高温触变剂的制备方法。

[0008]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耐高温触变剂的制备方法为：

将发酵产物投入烧杯中，将烧杯置于水浴温度为90～100℃的水浴锅中，恒温水煮100

～120min，向烧杯中滴加质量分数为12～14%的氢氧化钠溶液调节pH值至11～12，继续恒温

水煮2～3h，水煮后滴加质量分数为10～12%的盐酸调节pH值至中性；

将烧杯置于真空干燥箱中，在真空度为120～160Pa和温度为30～36℃的条件下静置12

～14h制得干燥产物，将干燥产物与乙二醇丁醚投入烧杯中，用搅拌装置以400～500r/min

的转速混合搅拌50～70min，搅拌后将物料浓缩至原体积的55～65%，即得耐高温触变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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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产物的制备方法为：

向反应釜中滴加质量分数为6～10%的碳酸氢钠溶液调节改性反应产物pH值至中性制

得中性产物，将中性产物、银杏树树叶、银杏树树根投入粉碎机中粉碎共混制得混合物，依

次用丙酮与无水乙醇清洗混合物3～5次，将混合物与葡萄糖投入发酵罐中混合均匀，将上

述发酵罐置于室温温度为32～36℃的温室中，敞口静置8～10天制得发酵产物；

改性反应产物的制备方法为：

（1）将甘蔗渣与豆渣混合投入烘箱中，在温度为70～80℃的条件下干燥10～12h，干燥

后投入行星球磨机中，在球料比为5：1和转速为300～360r/min的条件下研磨2～3h过50目

筛得到研磨产物；

（2）将研磨产物与盐酸投入烧杯中，将烧杯置于超声振荡仪中，在频率为36～40kHz的

条件下振荡4～6h制得混合浆液，将混合浆液与氯化镁投入反应釜中，用搅拌装置以400～

500r/min的转速混合搅拌30～40min；

（3）将反应釜内温度升高至110～120℃，恒温反应2～3h制得高温水解液，向反应釜中

加入高锰酸钾，用搅拌器以800～900r/min的转速混合搅拌30～40min制得氧化液，将反应

釜密闭，向反应釜中充入氮气，升高釜内气压至1.4～1.8MPa，恒压静置80～100min制得改

性反应产物。

[0009] 干燥产物与乙二醇丁醚的质量比为2：3。

[0010] 发酵产物的制备方法中按重量份数计：中性产物为20～22份、银杏树树叶为1～2

份、银杏树树根为2～3份。

[0011] 发酵产物的制备方法中混合物与葡萄糖的质量比为20：1。

[0012] 改性反应产物的制备方法中甘蔗渣与豆渣的质量比为4：1。

[0013] 改性反应产物的制备方法中研磨产物与盐酸的质量比为1：10，盐酸的质量分数为

8～12%。

[0014] 改性反应产物的制备方法中混合浆液与氯化镁的质量比为20：1。

[0015] 改性反应产物的制备方法中高锰酸钾的质量为高温水解液质量的3～5%。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是：

（1）本发明首先将豆渣与甘蔗渣混合干燥研磨制得研磨产物，然后将研磨产物与盐酸

混合，混合后加入氯化镁混合搅拌，搅拌后高温反应，再加入高锰酸钾氧化，氧化后高温高

压反应制得中性产物，随后将中性产物与银杏树树叶、树根粉碎共混，再投入发酵罐中发

酵，发酵后调节pH值至碱性后高温水煮，水煮后浓缩干燥制得干燥产物，最后将干燥产物与

乙二醇丁醚混合搅拌，浓缩后出料即得耐高温触变剂，本发明利用酸液浸泡，高温高压反应

从甘蔗渣与豆渣中提取得到纤维素、半纤维素、蔗糖、蛋白质等成分，同时蔗糖、蛋白质部分

分解生成葡萄糖、分子链链长较短的多糖以及多肽等物质，葡萄糖以及多糖分子经过高锰

酸钾氧化，表面羟基反应生成羧基，形成葡萄糖酸和多糖羧酸成分，从而有利于加强吸附粘

结纤维分子，同时从豆渣与甘蔗渣中提取的纤维分子经过高温高压反应以及酸液的腐蚀，

造成有机分子链断裂，分子链长大大减小，从而有利于触变剂在受到剪切力时网络结构更

加容易被破坏，并利用葡萄糖酸和多糖酸在剪切力消失后易于吸附纤维分子重组网络结

构，从而提高触变剂的触变性能；

（2）本发明将镁离子引入葡萄糖酸和纤维分子中，利用其中丰富的羧基基团吸附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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镁离子，使镁离子沉降于有机物中，再分别与碱反应以及高温反应后，在有机物表面生长纳

米级氧化镁，氧化镁包覆部分有机物，填充有机物之间的孔隙结构，使触变剂在水泥固化时

形成的网络结构更加牢固、坚硬，从而保护有机物防止受热分解，避免减弱触变性能，并加

强水泥的刚性和力学强度，本发明还利用银杏树树叶、树根中的内生菌生长代谢生成纤维

素酶、淀粉酶、蛋白质酶等物质，对豆渣、甘蔗渣中的有机纤维、糖类分子、蛋白质分子进行

进一步的降解，并生成羧酸腐蚀金属离子，使金属离子分散更加均匀，增加有机官能团数量

从而增加键合力数量，提高水泥固化过程后的微观空间结构的致密性与稳定性，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将甘蔗渣与豆渣按质量比4：1混合投入烘箱中，在温度为70～80℃的条件下干燥

10～12h，干燥后投入行星球磨机中，在球料比为5：1和转速为300～360r/min的条件下研磨

2～3h过50目筛得到研磨产物；将研磨产物与质量分数为8～12%的盐酸按质量比1：10投入

烧杯中，将烧杯置于超声振荡仪中，在频率为36～40kHz的条件下振荡4～6h制得混合浆液，

将混合浆液与氯化镁按质量比20：1投入反应釜中，用搅拌装置以400～500r/min的转速混

合搅拌30～40min；将上述反应釜内温度升高至110～120℃，恒温反应2～3h制得高温水解

液，向反应釜中加入高温水解液质量3～5%的高锰酸钾，用搅拌器以800～900r/min的转速

混合搅拌30～40min制得氧化液，将反应釜密闭，向反应釜中充入氮气，升高釜内气压至1.4

～1.8MPa，恒压静置80～100min制得改性反应产物；向上述反应釜中滴加质量分数为6～

10%的碳酸氢钠溶液调节改性反应产物pH值至中性制得中性产物，按重量份数计，将20～22

份中性产物、1～2份银杏树树叶、2～3份银杏树树根投入粉碎机中粉碎共混制得混合物，依

次用丙酮与无水乙醇清洗混合物3～5次，将混合物与葡萄糖按质量比20：1投入发酵罐中混

合均匀，将发酵罐置于室温温度为32～36℃的温室中，敞口静置8～10天制得发酵产物；将

上述发酵产物投入烧杯中，将烧杯置于水浴温度为90～100℃的水浴锅中，恒温水煮100～

120min，向烧杯中滴加质量分数为12～14%的氢氧化钠溶液调节pH值至11～12，继续恒温水

煮2～3h，水煮后滴加质量分数为10～12%的盐酸调节pH值至中性；将上述烧杯置于真空干

燥箱中，在真空度为120～160Pa和温度为30～36℃的条件下静置12～14h制得干燥产物，将

干燥产物与乙二醇丁醚按质量比2：3投入烧杯中，用搅拌装置以400～500r/min的转速混合

搅拌50～70min，搅拌后将物料浓缩至原体积的55～65%，即得耐高温触变剂。

[0018] 实例1

改性反应产物的制备：

将甘蔗渣与豆渣按质量比4：1混合投入烘箱中，在温度为70℃的条件下干燥10h，干燥

后投入行星球磨机中，在球料比为5：1和转速为300r/min的条件下研磨2h过50目筛得到研

磨产物；

将研磨产物与质量分数为8%的盐酸按质量比1：10投入烧杯中，将烧杯置于超声振荡仪

中，在频率为36kHz的条件下振荡4h制得混合浆液，将混合浆液与氯化镁按质量比20：1投入

反应釜中，用搅拌装置以400r/min的转速混合搅拌30min；

将上述反应釜内温度升高至110℃，恒温反应2h制得高温水解液，向反应釜中加入高温

水解液质量3%的高锰酸钾，用搅拌器以800r/min的转速混合搅拌30min制得氧化液，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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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密闭，向反应釜中充入氮气，升高釜内气压至1.4MPa，恒压静置80min制得改性反应产物。

[0019] 发酵产物的制备：

向上述反应釜中滴加质量分数为6%的碳酸氢钠溶液调节改性反应产物pH值至中性制

得中性产物，按重量份数计，将20份中性产物、1份银杏树树叶、2份银杏树树根投入粉碎机

中粉碎共混制得混合物，依次用丙酮与无水乙醇清洗混合物3次，将混合物与葡萄糖按质量

比20：1投入发酵罐中混合均匀，将发酵罐置于室温温度为32℃的温室中，敞口静置8天制得

发酵产物。

[0020] 耐高温触变剂的制备：

将上述发酵产物投入烧杯中，将烧杯置于水浴温度为90℃的水浴锅中，恒温水煮

100min，向烧杯中滴加质量分数为12%的氢氧化钠溶液调节pH值至11，继续恒温水煮2h，水

煮后滴加质量分数为10%的盐酸调节pH值至中性；

将上述烧杯置于真空干燥箱中，在真空度为120Pa和温度为30℃的条件下静置12h制得

干燥产物，将干燥产物与乙二醇丁醚按质量比2：3投入烧杯中，用搅拌装置以400r/min的转

速混合搅拌50min，搅拌后将物料浓缩至原体积的55%，即得耐高温触变剂。

[0021] 实例2

改性反应产物的制备：

将甘蔗渣与豆渣按质量比4：1混合投入烘箱中，在温度为75℃的条件下干燥11h，干燥

后投入行星球磨机中，在球料比为5：1和转速为350r/min的条件下研磨2.5h过50目筛得到

研磨产物；

将研磨产物与质量分数为10%的盐酸按质量比1：10投入烧杯中，将烧杯置于超声振荡

仪中，在频率为38kHz的条件下振荡5h制得混合浆液，将混合浆液与氯化镁按质量比20：1投

入反应釜中，用搅拌装置以450r/min的转速混合搅拌35min；

将上述反应釜内温度升高至115℃，恒温反应2.5h制得高温水解液，向反应釜中加入高

温水解液质量4%的高锰酸钾，用搅拌器以850r/min的转速混合搅拌35min制得氧化液，将反

应釜密闭，向反应釜中充入氮气，升高釜内气压至1.6MPa，恒压静置90min制得改性反应产

物。

[0022] 发酵产物的制备：

向上述反应釜中滴加质量分数为8%的碳酸氢钠溶液调节改性反应产物pH值至中性制

得中性产物，按重量份数计，将21份中性产物、1份银杏树树叶、2份银杏树树根投入粉碎机

中粉碎共混制得混合物，依次用丙酮与无水乙醇清洗混合物4次，将混合物与葡萄糖按质量

比20：1投入发酵罐中混合均匀，将发酵罐置于室温温度为34℃的温室中，敞口静置9天制得

发酵产物。

[0023] 耐高温触变剂的制备：

将上述发酵产物投入烧杯中，将烧杯置于水浴温度为95℃的水浴锅中，恒温水煮

1100min，向烧杯中滴加质量分数为13%的氢氧化钠溶液调节pH值至11，继续恒温水煮2.5h，

水煮后滴加质量分数为11%的盐酸调节pH值至中性；

将上述烧杯置于真空干燥箱中，在真空度为140Pa和温度为33℃的条件下静置13h制得

干燥产物，将干燥产物与乙二醇丁醚按质量比2：3投入烧杯中，用搅拌装置以450r/min的转

速混合搅拌60min，搅拌后将物料浓缩至原体积的60%，即得耐高温触变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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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实例3

改性反应产物的制备：

将甘蔗渣与豆渣按质量比4：1混合投入烘箱中，在温度为80℃的条件下干燥12h，干燥

后投入行星球磨机中，在球料比为5：1和转速为360r/min的条件下研磨3h过50目筛得到研

磨产物；

将研磨产物与质量分数为12%的盐酸按质量比1：10投入烧杯中，将烧杯置于超声振荡

仪中，在频率为40kHz的条件下振荡6h制得混合浆液，将混合浆液与氯化镁按质量比20：1投

入反应釜中，用搅拌装置以500r/min的转速混合搅拌40min；

将上述反应釜内温度升高至120℃，恒温反应3h制得高温水解液，向反应釜中加入高温

水解液质量5%的高锰酸钾，用搅拌器以900r/min的转速混合搅拌40min制得氧化液，将反应

釜密闭，向反应釜中充入氮气，升高釜内气压至1.8MPa，恒压静置100min制得改性反应产

物。

[0025] 发酵产物的制备：

向上述反应釜中滴加质量分数为10%的碳酸氢钠溶液调节改性反应产物pH值至中性制

得中性产物，按重量份数计，将22份中性产物、2份银杏树树叶、3份银杏树树根投入粉碎机

中粉碎共混制得混合物，依次用丙酮与无水乙醇清洗混合物5次，将混合物与葡萄糖按质量

比20：1投入发酵罐中混合均匀，将发酵罐置于室温温度为36℃的温室中，敞口静置10天制

得发酵产物。

[0026] 耐高温触变剂的制备：

将上述发酵产物投入烧杯中，将烧杯置于水浴温度为100℃的水浴锅中，恒温水煮

120min，向烧杯中滴加质量分数为14%的氢氧化钠溶液调节pH值至12，继续恒温水煮3h，水

煮后滴加质量分数为12%的盐酸调节pH值至中性；

将上述烧杯置于真空干燥箱中，在真空度为160Pa和温度为36℃的条件下静置14h制得

干燥产物，将干燥产物与乙二醇丁醚按质量比2：3投入烧杯中，用搅拌装置以500r/min的转

速混合搅拌70min，搅拌后将物料浓缩至原体积的65%，即得耐高温触变剂。

[0027] 对比例1：与实例2的制备方法基本相同，唯有不同的是缺少改性反应产物。

[0028] 对比例2：与实例2的制备方法基本相同，唯有不同的是缺少发酵产物。

[0029] 对比例3：上海某公司生产的耐高温触变剂。

[0030] 触变性测试：采用CM10型扭矩仪分别测试出机，静置15min、30min及60min后浆体

的定扭力，测试完后，将浆体在搅拌器中搅拌1min，测试静置2min和15min后的定扭力。该实

验的目的是用于观察浆体出机静置以及以剪切力破坏浆体后再静置，扭矩随时间的变化趋

势。

[0031] 若浆体出机静置，扭矩随静置时间的延长而增加，随后趋于稳定，加以剪切力后，

浆体恢复流体状，扭矩显著下降，说明该浆体具有良好的触变性，即触变剂性能优。

[0032] 水泥抗压强度测试按GB/T17671标准进行检测。

[0033] 表1触变剂性能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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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检测数据可知本发明制得的耐高温触变剂触变性能极佳，扭矩随静置时间的

延长而增加，且耐温性能良好，加强水泥的刚性和力学强度，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003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方式，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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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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