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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制备水泥基泡沫材

料的粉体发泡剂，按照质量百分比由以下原料组

成：α‑烯基磺酸钠40.0％‑50.0％，羟丙基甲基

纤维素醚25 .0％‑45 .0％，十二醇10 .0％‑

12.5％，聚羧酸减水剂5.0％‑12.5％，以上各原

料质量百分比之和为100％。本发明还提供了上

述发泡剂的制备方法。本发明发泡剂制备工艺简

单，成本低，并且具有存储及运输方便优势，最重

要的是，本发明发泡剂泡沫稳定性高，发泡倍数

强，是非常适用于制备水泥基泡沫材料的高性能

发泡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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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制备水泥基泡沫材料的粉体发泡剂，其特征在于，按照质量百分比由以下

原料组成：

α‑烯基磺酸钠40.0％‑50 .0％，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25.0％‑45 .0％，十二醇10.0％‑

12.5％，聚羧酸减水剂5.0％‑12.5％，以上各原料质量百分比之和为100％。

2.一种用于制备水泥基泡沫材料的粉体发泡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按照以

下步骤实施：

步骤1、原材料称量、准备

在室温条件下，按质量百分比分别称取如下原料：

α‑烯基磺酸钠40.0％‑50 .0％，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25.0％‑45 .0％，十二醇10.0％‑

12.5％，聚羧酸减水剂5.0％‑12.5％，以上各原料质量百分比之和为100％；

步骤2、发泡剂的制备

将步骤1称量好的α‑烯基磺酸钠、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和聚羧酸减水剂倒入搅拌机中，

在一定转速下搅拌2‑3min，接着，继续在此转速下，将步骤1称量好的十二醇匀速倒入搅拌

机内再搅拌3‑5min，得到粉体发泡剂。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粉体发泡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的转速为

145转/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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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制备水泥基泡沫材料的粉体发泡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土木工程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制备水泥基泡沫材料的粉

体发泡剂，本发明还涉及上述发泡剂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家对建筑节能和消防安全要求的不断提高，高性能无机保温材料的研究与

应用获得了广阔的空间。其中，轻质水泥基泡沫保温材料，因具有优异的不燃烧性能和良好

的绝热性能，在建筑节能工程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青睐，被广泛应用于围护结构保温隔热

及室内轻质隔墙。轻质水泥基泡沫保温材料是以水泥为基料，内部含有大量孔径细小、分布

均匀、形状呈球形且封闭独立孔隙的轻质保温材料。

[0003] 发泡剂对水泥基泡沫材料的性能具有重要影响作用，一款性能优异的发泡剂不仅

要具有较高的发泡倍数，而且所发出的泡沫要均匀细密，同时具备良好的稳定性。虽然，目

前市场上可用于制备水泥基泡沫材料的发泡剂种类较多，但是就发泡剂的泡沫稳定性和发

泡倍数等综合性能而言，尚存在诸多问题。

[0004] 文献1《混凝土发泡剂的泡沫稳定性研究》(王翠花，潘志华，化学建材，2006(03)：

47‑50)公开了一种由烷基苯磺酸盐表面活性物质和动物蛋白进行复配制备而成的发泡剂。

该蛋白类发泡剂制备的泡沫相对比较稳定，泡沫稳定时间可达3h以上，但其发泡能力较弱，

发泡倍数仅为16.7。文献2《蛋白混凝土发泡剂》(四川省，西南科技大学，2018‑01‑01)中公

开了几种动物蛋白混凝土发泡剂PG‑1、植物蛋白混凝土发泡剂PG‑2、酵母菌体蛋白混凝土

发泡剂PG‑3。上述发泡剂所用蛋白质材料属于天然绿色环保材料，发泡剂性能相对稳定，但

是发泡倍数低于20。文献3《明胶基发泡剂的合成与性能》(杜杰，黎冰，马文昊，

202004170328[J/OL]，精细化工：1‑8)以碱性蛋白酶催化水解明胶制备了发泡剂母液，并与

十二烷基苯磺酸钠(LAS‑30)和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钠(AES)复配，制得明胶基发泡剂。该

发泡剂的发泡倍数可达80以上，但发泡剂的消泡率却达到了50％以上。

[0005] 发泡剂是影响水泥基泡沫材料性能的关键要素，特别是对于超轻水泥基泡沫保温

材料(表观密度小于300kg/m3)而言，泡沫稳定性及发泡倍数的综合性能提升，目前仍然是

发泡剂技术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制备水泥基泡沫材料的粉体发泡剂，解决了现有发

泡剂泡沫稳定性及发泡倍数综合性能差的问题，为水泥基泡沫材料的发展提供发泡剂技术

支撑。

[0007] 本发明的另一个目的是提供上述发泡剂的制备方法。

[0008]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用于制备水泥基泡沫材料的粉体发泡剂，按照

质量百分比由以下原料组成：α‑烯基磺酸钠40.0％‑50.0％，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25.0％‑

45.0％，十二醇10.0％‑12.5％，聚羧酸减水剂5.0％‑12.5％，以上各原料质量百分比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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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00％。

[0009] 本发明所采用的另一种技术方案是，一种用于制备水泥基泡沫材料的粉体发泡剂

的制备方法，具体按照以下步骤实施：

[0010] 步骤1、原材料称量、准备

[0011] 在室温条件下，按质量百分比分别称取如下原料：

[0012] α‑烯基磺酸钠40 .0％‑50 .0％，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25 .0％‑45 .0％，十二醇

10.0％‑12.5％，聚羧酸减水剂5.0％‑12.5％，以上各原料质量百分比之和为100％；

[0013] 步骤2、发泡剂的制备

[0014] 将步骤1称量好的α‑烯基磺酸钠、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和聚羧酸减水剂倒入搅拌

机中，在一定转速下搅拌2‑3min，接着，继续在此转速下，将步骤1称量好的十二醇匀速倒入

搅拌机内再搅拌3‑5min，得到粉体发泡剂。

[0015] 上述步骤2中的转速为145转/分钟。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7] (1)本发明的粉体发泡剂制备工艺简单、成本低，并且具有存储及运输方便优势，

在使用时只需按比例加水混合均匀即可得到发泡液，发泡液适于空压发泡机发泡，具有使

用方便、发泡效率高的优点；

[0018] (2)本发明的粉体发泡剂所制备出的泡沫具有发泡倍数适中、泡沫稳定性高、泡沫

均匀细腻、泡沫弹性好、泡沫液膜韧性高且与水泥浆体亲和性好等特点，发泡倍数大于25，

30min的泌水量为0ml，30min的沉降距为0mm；

[0019] (3)本发明的粉体发泡剂在制备和使用过程中无污染，环境友好。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1] 本发明的粉体发泡剂，按照质量百分比由以下原料组成：α‑烯基磺酸钠40.0％‑

50.0％，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25.0％‑45.0％，十二醇10.0％‑12.5％，聚羧酸减水剂5.0％‑

12.5％，以上各原料质量百分比之和为100％。

[0022] 本发明所用α‑烯基磺酸钠具有发泡能力好、泡沫细密、成本低等优点，但是单独由

α‑烯基磺酸钠制备出的泡沫，稳定性较差，通常1小时候泡沫破裂消损50％以上。因此，为获

得高稳定性的泡沫，需要引入稳泡组份，进行泡沫稳定性增强的技术设计。

[0023] 十二醇是一种有机化合物，化学式是C12H26O，属于改变泡沫上表面活性剂分子排

序的稳泡剂。十二醇存在最优掺量，在十二醇掺入量过少时，改性效果不明显。这是由于少

量的十二醇分子溶于发泡剂中后，泡沫液膜对其吸附的量过少，尽管有十二醇分子插入液

膜内，但因数量少而对泡沫液膜内分子的排列基本没有影响，从而未能增强泡沫的稳定性。

而当继续提高十二醇浓度后，足量的十二醇分子被吸附于泡沫液膜内并插入表面活性剂分

子间，从而显著地加强液膜的强度，而且十二醇分子的羟基可以和α‑烯基磺酸钠分子间形

成氢键，加强泡沫液膜的黏性，提高液膜弹性，使泡沫半衰期成倍数的增长。当十二醇浓度

继续提高，泡沫半衰期基本保持不变，这是因为此时溶液中的十二醇分子已经过量，由于泡

沫液膜的界面面积原因，液膜对其吸附量有一定的限度而已处于饱和状态，因此泡沫半衰

期不再随十二醇浓度的提高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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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为进一步提高泡沫的稳定性，需要在表面活性剂分子排序改善的基础上增加泡沫

壁厚。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为高分子聚合物，当溶于发泡剂中，可以提高溶液的黏性，使泡

沫液膜厚度增加，增强泡沫抵抗重力作用的能力，从而使泡沫半衰期出现增长趋势。但羟丙

基甲基纤维素醚的掺量过多后，会导致溶液的黏度过大，使空气难以进入发泡剂溶液中进

行发泡，从而造成发泡剂的发泡能力会出现较大降低。

[0025] 本发明的发泡剂是应用于制备水泥基泡沫材料的，因此不仅要求泡沫的结构性、

均匀性、稳定性好，还要能够与水泥浆体具有良好的亲和力。因此，在本发明中进一步引入

了聚羧酸减水剂组份。聚羧酸减水剂分子链上的非极性端，会嵌入泡沫表层的分子间隙内，

对泡沫液膜起到“销钉加固”作用。与此同时，聚羧酸减水剂分子的主链上接有许多个有一

定长度和刚度的支链(侧链)，在主链上有能吸附水泥颗粒的磺酸盐或其它基团，并且一旦

主链吸附水泥颗粒表面，支链会形成立体交叉，从而阻碍了颗粒相互接近，因此既能够与水

泥颗粒形成紧密吸附状态又能使得水泥颗粒均匀分散。

[0026] 本发明以α‑烯基磺酸钠为起泡剂，利用十二醇和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作为双稳泡

组份，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利用聚羧酸减水剂的特殊分子结构及性能，实现对泡沫的稳定

性提升，并改善了泡沫对水泥浆体的亲润性。本发明基于试验测试和理论分析确定了各组

份的比例范围，并验证了多组分的协同增强与改性效果，获得了适用于制备水泥基泡沫材

料的发泡剂技术体系。此外，从技术稳定性考虑，本发明精简了发泡剂组份数量，更便于产

品的质量控制。

[0027] 本发明粉体发泡剂的制备方法，具体按照以下步骤实施：

[0028] 步骤1、原材料称量、准备

[0029] 在室温条件下，按质量百分比分别称取如下原料：

[0030] α‑烯基磺酸钠40 .0％‑50 .0％，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25 .0％‑45 .0％，十二醇

10.0％‑12.5％，聚羧酸减水剂5.0％‑12.5％，以上各原料质量百分比之和为100％；

[0031] 步骤2、发泡剂的制备

[0032] 将步骤1称量好的α‑烯基磺酸钠、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和聚羧酸减水剂倒入搅拌

机中，在一定转速下搅拌2‑3min，接着，继续在此转速下，将步骤1称量好的十二醇匀速倒入

搅拌机内再搅拌3‑5min，得到粉体发泡剂。

[0033] 上述步骤2中的转速为145转/分钟。

[0034] 实施例1:

[0035] 在室温条件下，按此质量百分比分别称取如下原料：α‑烯基磺酸钠50.0％、羟丙基

甲基纤维素醚25.0％、十二醇12.5％、聚羧酸减水剂12.5％。

[0036] 将称量好的α‑烯基磺酸钠、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和聚羧酸减水剂倒入搅拌机中，

在转速为145转/分钟的速度下搅拌2min。接着，继续在此转速下，将液态的十二醇匀速倒入

搅拌机内再搅拌4min，得到粉体发泡剂。

[0037] 实施例2：

[0038] 在室温条件下，按此质量百分比分别称取如下原料：α‑烯基磺酸钠40.0％、羟丙基

甲基纤维素醚45.0％、十二醇10.0％、聚羧酸减水剂5.0％。

[0039] 将称量好的α‑烯基磺酸钠、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和聚羧酸减水剂倒入搅拌机中，

在转速为145转/分钟的速度下搅拌3min。接着，继续在此转速下，将液态的十二醇匀速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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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机内再搅拌3min，得到粉体发泡剂。

[0040] 实施例3：

[0041] 在室温条件下，按此质量百分比分别称取如下原料：α‑烯基磺酸钠45.0％、羟丙基

甲基纤维素醚35.0％、十二醇11.0％、聚羧酸减水剂9.0％。

[0042] 将称量好的α‑烯基磺酸钠、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和聚羧酸减水剂，倒入搅拌机中，

在转速为145转/分钟的速度下搅拌2min。接着，继续在此转速下，将液态的十二醇匀速倒入

搅拌机内再搅拌5min，得到粉体发泡剂。

[0043] 表1实施例1～3制备得到的粉体发泡剂的综合性能

[0044]

[0045] 表1为实施例1～3制备得到的粉体发泡剂的性能测试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使用

本发明发泡剂制得的泡沫，其30min时泌水量为0mL，30min时的沉降距为0mm，60min时的泌

水量和沉降距也较低，且发泡倍数在20以上，说明本发明发泡剂泡沫稳定性高，发泡倍数

强，表现出了优异的综合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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