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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外墙保温的气凝胶‑玻

化微珠复合砂浆的制备方法，采用本发明的二次

分散混合法，可以使硅气凝胶和玻化微珠在砂浆

内部合理分布，并形成无数细小又致密的空隙、

孔洞，有利于导热系数的降低，提高整个墙体的

保温功效，同时，本发明方法能使硅气凝胶和玻

化微珠在砂浆体系内保存完整，不会被传统制备

砂浆工艺破坏，硅气凝胶可充分发挥其纳米级孔

隙的优异绝热性能，限制了气体的热传导并基本

控制了对流的产生，又进一步保障了砂浆的保温

性能。本发明的复合砂浆具有较好的和易性，易

于施工操作，保温性能优异，吸水率低，可克服传

统保温砂浆开裂、空鼓、轻骨料上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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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外墙保温的气凝胶‑玻化微珠复合砂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备

方法为二次分散混合法，包括如下步骤：

(1)先称取可再分散乳胶粉和50％重量份的水泥和50％重量份的水，混合均匀形成浆

料后，将硅气凝胶和玻化微珠通过第一次搅拌使其均匀分散在所述浆料中得到母料；

(2)将步骤(1)的母料陈化24h，加入粉煤灰、抗裂纤维、甲基纤维素醚和剩余的水泥、

水，形成水泥浆，加入聚羧酸减水剂使流动性达到要求，通过第二次搅拌后使所述母料和水

泥浆混合均匀，得到一种用于外墙保温的气凝胶‑玻化微珠复合砂浆；

所述气凝胶‑玻化微珠复合砂浆包括如下重量份的组分：水泥260～440，粉煤灰52～

90，可再分散乳胶粉6～12，抗裂纤维0.8～1.6，甲基纤维素醚1.8～3.2，水125～210，聚羧

酸减水剂14～16；还包括保温复合骨料，所述保温复合骨料占所述复合砂浆总体积的50％

～70％；所述保温复合骨料由硅气凝胶和玻化微珠组成，所述硅气凝胶占所述保温复合骨

料总体积的32％‑38％，其余为玻化微珠；

所述硅气凝胶粒径范围为0.5～4mm，密度为40～100kg/m3；所述的玻化微珠粒径范围为

0.5～1.5m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外墙保温的气凝胶‑玻化微珠复合砂浆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次搅拌的条件为手动搅拌或低于50转/min的机械搅拌；所述第二次

搅拌的条件为在125转/min的机械搅拌下搅拌180s。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用于外墙保温的气凝胶‑玻化微珠复合砂浆的制备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温复合骨料占所述复合砂浆总体积的60％，所述硅气凝胶占所述保

温复合骨料总体积的35％。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用于外墙保温的气凝胶‑玻化微珠复合砂浆的制备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可再分散乳胶粉为聚乙烯醇胶粉；所述的抗裂纤维为聚丙烯纤维，其

长度为5～12mm；所述的甲基纤维素醚为甲基羟乙基纤维素醚。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用于外墙保温的气凝胶‑玻化微珠复合砂浆的制备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聚羧酸减水剂的用量以使所述砂浆的维勃稠度达到70～85mm的流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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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外墙保温的气凝胶‑玻化微珠复合砂浆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节能环保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外墙保温的气凝胶‑

玻化微珠复合砂浆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为贯彻国家技术经济政策，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推进可持续发展，2016年住建部

发布了GB/T  50378‑2016《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修订版。其中评分加分项中指出，围护结构热

工性能比国家现行有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规定高20％，或者供暖空调全年计算负荷降低

幅度达到15％，可获取加分分值2分。由此可见，维护结构的节能是绿色建筑评价中不可忽

视的重要考虑项。

[0003] 一般来说，建筑围护结构采用节能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选用保温墙体结构；

二是选用在墙体外层涂刷一层保温砂浆。比较而言，采用墙体外层涂刷保温砂浆施工简单，

尤其是对于已有的建筑结构，其优势更加明显。因此，建筑外墙采用粉刷保温砂浆以保证建

筑物节能性能的方法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

[0004] 保温砂浆是以各种轻质材料为骨料，以水泥为胶凝材料，掺和一些改性添加剂，经

搅拌混合而制成的一种预拌干粉砂浆，具有节能利废、保温隔热、耐老化的优异性能以及价

格低廉、施工方便等特点，有着广泛的市场需求。目前市场上的保温砂浆种类繁多，较常见

的有膨胀珍珠岩保温砂浆、玻化微珠保温砂浆等。但是，膨胀珍珠岩吸水率大、易粉化，砂浆

后期易空鼓开裂。玻化微珠粒径较小，表面积大，级配范围窄，单一使用玻化微珠作保温骨

料，需要较多的胶凝材料来包裹，造成砂浆的干密度较大，保温性能差。

[0005] 硅气凝胶是近年出现的新型的轻质纳米多孔性材料，是目前已知固体物质中最轻

并且性能最好的隔热体，具有憎水性，其体积的90％以上都是由极微小的纳米孔洞。利用硅

气凝胶与玻化微珠进行复合，可以形成较合理的颗粒级配，实现砂浆综合性能的优化。由此

可研发出满足相关力学和耐久性方面性能要求，又满足低导热系数要求的新型复合骨料保

温砂浆。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气凝胶‑玻化微珠的保温砂浆的保温效果不理想的技术问

题，本发明从制备方法上优化，而提供一种用于外墙保温的气凝胶‑玻化微珠复合砂浆的制

备方法。

[0007]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8] 一种用于外墙保温的气凝胶‑玻化微珠复合砂浆的制备方法，采用二次分散混合

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9] (1)先称取可再分散乳胶粉和50％重量份的水泥和50％重量份的水，混合均匀形

成浆料后，将硅气凝胶和玻化微珠通过第一次搅拌使其均匀分散在所述浆料中得到母料；

[0010] (2)将步骤(1)的母料陈化24h，加入粉煤灰、抗裂纤维、甲基纤维素醚和剩余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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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水，形成水泥浆，加入聚羧酸减水剂使流动性达到要求，通过第二次搅拌后使所述母料

和水泥浆混合均匀，得到一种用于外墙保温的气凝胶‑玻化微珠复合砂浆；

[0011] 所述气凝胶‑玻化微珠复合砂浆包括如下重量份的组分：水泥260～440，粉煤灰52

～90，可再分散乳胶粉6～12，抗裂纤维0.8～1.6，甲基纤维素醚1.8～3.2，水125～210，聚

羧酸减水剂14～16；还包括保温复合骨料，所述保温复合骨料占所述复合砂浆总体积的

50％～70％；所述保温复合骨料由硅气凝胶和玻化微珠组成，所述硅气凝胶占所述保温复

合骨料总体积的32％‑38％，其余为玻化微珠。

[0012] 在母料制备阶段，水泥和乳胶粉溶于水形成胶液，可将各个骨料硅气凝胶、玻化微

珠颗粒均匀分散，并牢牢地被固定在砂浆内部，随后用余下部分组分组成的水泥浆将母料

进行包裹，尽可能减轻搅拌对硅气凝胶、玻化微珠这两者骨料造成的破损。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次搅拌的条件为手动搅拌或低于50转/min的机械搅拌；所述

第二次搅拌的条件为在125转/min的机械搅拌下搅拌180s。

[0014] 进一步地，所述保温复合骨料占所述复合砂浆总体积的60％，所述硅气凝胶占所

述保温复合骨料总体积的35％。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硅气凝胶粒径范围为0.5～4mm，密度为40～100kg/m3；所述的玻化

微珠粒径范围为0.5～1.5mm。作为保温骨料之一的硅气凝胶密度极低，在40～100kg/m3范

围内，能够减轻建筑荷载；同时对硅气凝胶颗粒的粒径和玻化微珠的粒径都做了筛分控制，

使充当骨料的这两种材料间可以达到一个良好的级配，拌制砂浆具有较好的和易性，易于

施工操作。

[0016] 进一步地，所述可再分散乳胶粉为聚乙烯醇胶粉；所述的抗裂纤维为聚丙烯纤维，

其长度为5～12mm；所述的甲基纤维素醚为甲基羟乙基纤维素醚。可再分散乳胶粉能增强砂

浆的柔韧性，提高砂浆的内聚力和粘结性，此外，在与砂浆进行拌和时，由于乳胶粉颗粒溶

于水后形成乳胶液，在颗粒间存在润滑效应，使得各种颗粒可以在水泥浆体中均匀分散，改

善砂浆工作性。

[0017] 进一步地，所述聚羧酸减水剂的用量以使所述砂浆的维勃稠度达到70～85mm的流

动性。所述复合砂浆最终用于建筑外墙，稠度反映了砂浆的和易性，施工中进行涂抹砂浆，

如果砂浆稠度低则流动性差，施工过程中根本无法将其在墙上均匀推抹开，导致施工性能

较差。

[0018] 有益技术效果：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外墙保温的气凝胶‑玻化微珠复合砂浆的制

备方法，通过对硅气凝胶及玻化微珠的粒径进行筛分控制，使充当骨料的这两种材料间可

以达到一个良好的级配，使所制得的复合砂浆保温性能优异，吸水率低，可克服传统保温砂

浆开裂、空鼓问题。

[0019] 采用本发明的二次分散混合法，通过将硅气凝胶和玻化微珠低速搅拌均匀分散在

部分水泥、水和可再分散乳胶粉形成的浆料中得到母料，再将余下的组分与母料混合，得到

所述复合砂浆，本发明方法可以使硅气凝胶和玻化微珠在砂浆内部合理分布，并形成无数

细小又致密的空隙、孔洞，有利于导热系数的降低，提高整个墙体的保温功效，同时，硅气凝

胶和玻化微珠在砂浆体系内保存完整，不会被传统制备砂浆工艺破坏，硅气凝胶可充分发

挥其纳米级孔隙的优异绝热性能，限制了气体的热传导并基本控制了对流的产生，又进一

步保障了砂浆的保温性能。本发明方法还克服了传统方法制备过程中气凝胶和玻化微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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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极轻会“上浮”的问题，使轻骨料始终均匀的分散并固结于砂浆体系中，进而使砂浆拌合

物的均匀性得到保障，满足规范中砂浆的和易性和施工性的要求。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2制得的保温砂浆放大500倍的扫描电子显微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描述本发明，但不限制本发明范围。

[0022] 实施例1

[0023] 一种用于外墙保温的气凝胶‑玻化微珠复合砂浆，包括如下组分：

[0024] 水泥435.08g，粉煤灰87.02g，聚乙烯醇胶粉10.44g，聚丙烯纤维1.57g，甲基羟乙

基纤维素醚3.13g，水208.84g，聚羧酸减水剂15.67g；

[0025] 还包括保温复合骨料，所述保温复合骨料占所述复合砂浆总体积的50％；所述保

温复合骨料由硅气凝胶和玻化微珠组成，所述硅气凝胶占所述保温复合骨料总体积的

35％，硅气凝胶用量134mL，玻化微珠占所述保温复合骨料总体积的65％，玻化微珠用量

250mL。

[0026] 实施例2

[0027] 一种用于外墙保温的气凝胶‑玻化微珠复合砂浆，包括如下组分：

[0028] 水泥384.06g，粉煤灰69.61g，聚乙烯醇胶粉8.35g，聚丙烯纤维1.25g，甲基羟乙基

纤维素醚2.51g，水167.07g，聚羧酸减水剂12.53g；

[0029] 还包括保温复合骨料，所述保温复合骨料占所述复合砂浆总体积的60％；所述保

温复合骨料由硅气凝胶和玻化微珠组成，所述硅气凝胶占所述保温复合骨料总体积的

35％，硅气凝胶用量161mL，玻化微珠占所述保温复合骨料总体积的65％，玻化微珠用量

300mL。

[0030] 该硅气凝胶比例的堆积密度和颗粒级配见表3，空隙率见表4。

[0031] 实施例3

[0032] 一种用于外墙保温的气凝胶‑玻化微珠复合砂浆，包括如下组分：

[0033] 水泥261.04g，粉煤灰52.21g，聚乙烯醇胶粉6.27g，聚丙烯纤维0.94g，甲基羟乙基

纤维素醚1.88g，水125.3g，聚羧酸减水剂14.1g；

[0034] 还包括保温复合骨料，所述保温复合骨料占所述复合砂浆总体积的70％；所述保

温复合骨料由硅气凝胶和玻化微珠组成，所述硅气凝胶占所述保温复合骨料总体积的

35％，硅气凝胶用量188mL，玻化微珠占所述保温复合骨料总体积的65％，玻化微珠用量

350mL。

[0035] 实施例4

[0036] 一种用于外墙保温的气凝胶‑玻化微珠复合砂浆，包括如下组分：

[0037] 水泥384.06g，粉煤灰69.61g，聚乙烯醇胶粉8.35g，聚丙烯纤维1.25g，甲基羟乙基

纤维素醚2.51g，水167.07g，聚羧酸减水剂12.53g；

[0038] 还包括保温复合骨料，所述保温复合骨料占所述复合砂浆总体积的60％；所述保

温复合骨料由硅气凝胶和玻化微珠组成，所述硅气凝胶占所述保温复合骨料总体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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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硅气凝胶用量147mL，玻化微珠占所述保温复合骨料总体积的68％，玻化微珠用量

314mL。

[0039] 实施例5

[0040] 一种用于外墙保温的气凝胶‑玻化微珠复合砂浆，包括如下组分：

[0041] 水泥384.06g，粉煤灰69.61g，聚乙烯醇胶粉8.35g，聚丙烯纤维1.25g，甲基羟乙基

纤维素醚2.51g，水167.07g，聚羧酸减水剂14.62g；

[0042] 还包括保温复合骨料，所述保温复合骨料占所述复合砂浆总体积的60％；所述保

温复合骨料由硅气凝胶和玻化微珠组成，所述硅气凝胶占所述保温复合骨料总体积的

38％，硅气凝胶用量175mL，玻化微珠占所述保温复合骨料总体积的62％，玻化微珠用量

286mL。

[0043] 实施例1～实施例5的组成及用量见表1。

[0044] 表1实施例1～实施例5的组成及用量

[0045]

[0046] (注：以上实施例计算时按照保温复合骨料占复合砂浆总体积的比例为50％、60％

和70％，各原材料之间还具有如下重量关系：水占粉煤灰和水泥总重量的40％，聚羧酸减水

剂占粉煤灰和水泥总重量的3％，聚乙烯醇胶粉占粉煤灰和水泥总重量的2％，聚丙烯纤维

占粉煤灰和水泥总重量的0.3％，甲基羟乙基纤维素醚占粉煤灰和水泥总重量的0.6％，粉

煤灰占水泥重量的20％。)

[0047] 以上实施例的一种用于外墙保温的气凝胶‑玻化微珠复合砂浆的制备方法，采用

二次分散混合法，具体步骤如下：

[0048] (1)先称取可再分散乳胶粉(聚乙烯醇胶粉)和50％重量份的水泥和50％重量份的

水，混合均匀形成浆料后，将硅气凝胶和玻化微珠通过手工搅拌使其均匀分散在所述浆料

中得到母料；

[0049] (2)将母料陈化24h，加入粉煤灰、抗裂纤维、甲基纤维素醚和剩余的水泥、水形成

水泥浆，加入聚羧酸减水剂使所述水泥浆的维勃稠度达到80～90mm的流动性，通过125转/

min机械搅拌180s后使所述母料和水泥浆混合均匀，得到一种用于外墙保温的气凝胶‑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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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珠复合砂浆。

[0050] 其中机械搅拌的机器型号为NJ‑160A型水泥净浆搅拌机。

[0051] 观察实施例2所制得的复合砂浆在扫描电子显微镜下放大500倍的形貌，如图1所

示，从图1中能清晰的看到空隙、孔洞，以及能观察到胶粉溶于水后形成的片状胶膜，图中以

圆形圈出的小颗粒是硅气凝胶，以方形框出的较大颗粒是玻化微珠，可见两者经过本发明

的二次分散混合法能够较为完整的保存下来。

[0052] 对比例1

[0053] 本对比例讨论硅气凝胶占不同比例总体积的保温复合骨料对空隙率的影响，硅气

凝胶占保温复合骨料总体积的0％、20％、30％、40％、50％，对应玻化微珠占比100％、80％、

70％、60％、50％时，样品标号为0#、1#、2#、3#、4#。硅气凝胶和玻化微珠颗粒级配的累计筛

余率见表2，不同体积比例的硅气凝胶其堆积密度及颗粒级配见表3，不同比例硅气凝胶和

玻化微珠复配的空隙率见表4。

[0054] 堆积密度和表观密度按照JGJ  52‑2006《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

准》测试。

[0055] 空隙率按照公式： 计算，式中：P为孔隙率，ρ为堆积密度(kg/m3)，

ρa为表观密度(kg/m3)。

[0056] 表2硅气凝胶和玻化微珠颗粒级配的累计筛余率

[0057]

[0058] 表3不同体积比例的硅气凝胶其堆积密度及颗粒级配

[0059]

[0060] 市面上的玻化微珠颗粒存在着粒径范围分布较窄的问题，如表2所示，样品中大约

80％的玻化微珠颗粒粒径集中在0.3mm～0.6mm的区间范围内。无法满足良好的颗粒级配，

也凸显了玻化微珠作为单一保温骨料的弊端。相比而言，硅气凝胶颗粒的粒径范围跨度就

显得比较大。而且硅气凝胶在0～0.3mm区间范围内较大部分为硅气凝胶粉体，颗粒极其细

密且体积量大。在进行两种保温骨料混合时，这些细密的硅气凝胶粉体可以将颗粒间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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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极小的空隙再进行进一步填充，从而形成更为致密的孔洞。如表3所示，两种骨料复合后，

级配范围跨度变大、颗粒级配更合理。

[0061] 表4不同体积比例硅气凝胶和玻化微珠复配的空隙率

[0062]

[0063] 实施例1～3中当硅气凝胶占保温复合骨料总体积比达到35％时，保温复合骨料的

空隙率最小为19.8％。保温复合骨料的低空隙率的意义在于保证良好的颗粒级配，在保证

和易性的前提下减少砂浆中水泥的用量，降低砂浆的导热系数。因此，硅气凝胶占复合骨料

比例为35％，玻化微珠占复合骨料比例为65％时，复配得到的砂浆具有最有颗粒级配最小

空隙率。

[0064] 对比例2

[0065] 本对比例的复合砂浆制备方法与本发明不同，采用传统的制备方法，传统的制备

方法叫直接分散混合法。直接分散混合是目前建筑施工中最广泛采取的方法，简便快捷，即

将拌合物中各配料一次性混合搅拌。具体的操作方式为：按实施例2设计的配合比，将所有

的组分倒入搅拌锅中搅拌，搅拌均匀后得到传统制法的复合砂浆。

[0066] 将实施例1～5以及对比例2得到的复合砂浆倒入试模，制成试块，自然养护后测试

性能，性能数据见表5。

[0067] 导热系数按照GB/T  10294‑2008《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防护热板

法》，采用瞬态热线法进行测试；抗压强度、软化系数按照GB/T  20473‑2006《建筑保温砂浆》

进行测试；稠度、密度、粘结强度、吸水率按照JGJ  70‑2009《建筑砂浆基本性能实验方法》进

行测试。

[0068] 表5施例1～5的性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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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0070] 将实施例2与对比例2对比，传统方法制备得到的复合砂浆密度大、导热系数高。因

为气凝胶和玻化微珠的脆性大、力学性能较差，当采用直接分散法进行砂浆制备时，气凝胶

与玻化微珠不可避免地遭到挤压而破碎，大部分被打碎、粉化，直接使得砂浆的密实度增

加，进而导致砂浆的导热系数偏高，保温隔热性能下降，这对于保温材料而言是最为严重的

损失。而本发明采用的二次分散法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气凝胶和玻化微珠的完整性，制得

了保温性能优异的砂浆。同时，得益于气凝胶颗粒的完整保存，气凝胶可充分发挥其憎水性

的优势，使砂浆的吸水率降低、软化系数提高，有效解决传统保温砂浆在潮湿环境下吸水、

空鼓和开裂等问题。最后，二次分散法克服了传统方法制备过程中气凝胶和玻化微珠由于

极轻会“上浮”的问题，使轻骨料始终均匀的分散并固结于砂浆体系中，进而使砂浆拌合物

的均匀性得到保障，满足规范中砂浆的和易性和施工性的要求。

[0071] 本发明的保温砂浆吸水率低，耐水性能好，可克服保温砂浆开裂、空鼓等问题；还

具有良好的粘结强度、和易性及施工性，易于掌控施工厚度；容重轻，导热系数低，保温隔热

性能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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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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