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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膨润土复合甲基丙烯酸

聚合物高强度吸水剂及其制备方法，该吸水剂包

括如下制备原料：膨润土、甲基丙烯酸、N’N-亚甲

基双丙烯酰胺和过硫酸铵，并由各原料采用溶液

聚合法制备。本发明制备的吸水剂具有较好的强

度和吸水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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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膨润土复合甲基丙烯酸聚合物高强度吸水剂，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制备原料：

膨润土、甲基丙烯酸、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和过硫酸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膨润土复合甲基丙烯酸聚合物高强度吸水剂，其特征在于：各

制备原料的重量份如下：10-30份膨润土、150-250份甲基丙烯酸、1-2份N’N-亚甲基双丙烯

酰胺和0.5-1.5份过硫酸铵。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膨润土复合甲基丙烯酸聚合物高强度吸水剂，其特征在于：包

括如下重量份的制备原料：20份膨润土、200份甲基丙烯酸、1.5份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和

1份过硫酸铵。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膨润土复合甲基丙烯酸聚合物高强度吸水剂，其特征在于：由

各原料采用溶液聚合法制备。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膨润土复合甲基丙烯酸聚合物高强度吸水剂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配置氢氧化钠溶液，将甲基丙烯酸加入到洁净的容器中；取氢氧化钠溶液按要求对

甲基丙烯酸在冰水浴中进行中和，同时加入磁子进行搅拌，保证充分混合；

S2、加入膨润土与甲基丙烯酸进行充分混合，然后以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作为交联

剂、过硫酸铵作为引发剂，一次性加入到容器中；通入氮气置换后将试管用盖子密封，将其

置于恒温加热磁力搅拌器水浴中；在30℃下预热20-40min后，在60-70℃条件下反应2-6h，

然后取出反应产物即为膨润土复合甲基丙烯酸聚合物高强度吸水剂。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中具体反应条件为：30℃下预

热30min后，在65℃条件下反应4h。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膨润土复合甲基丙烯酸聚合物高强度吸水剂，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S1中氢氧化钠溶液的浓度为2mol/L。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1中的中和度为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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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膨润土复合甲基丙烯酸聚合物高强度吸水剂及其制备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吸水剂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膨润土复合甲基丙烯酸聚合物高强度吸

水剂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高吸水性材料又称高吸水性聚合物(SAP)，是一种具有三维交联网状结构的功能

性高分子材料，富含羧基、羟基等强亲水性基团，是水溶胀型并且含有一定交联度的高分子

聚合物。由于SAP较好的吸水性能和生物相容性，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医药、卫生和农林等

领域。基于SAP的原料来源，可分为天然吸水剂、人工合成吸水剂和复合吸水剂。对于人工合

成的高分子吸水剂由于其较高的成本、较差的抗盐性以及不易降解等缺点限制了其商业应

用。而复合性高分子吸水剂则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例如用纤维素、腐植酸、壳聚糖等

组分改善人工合成的高分子吸水剂，可同时具有较好的吸水性、环境友好性等。

[0003] 膨润土是一种以蒙脱石为主要成分的具有吸水性能的矿物粘土，经处理后的粉体

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且由于表面含有大量的-OH和Si-O基团，可以很好地与有机单体进行

复合，从而能够有效改善吸水材料的强度。我国膨润土资源量巨大，因此，研究如何采用膨

润土制备一种高强度的=吸水剂具有重要意义。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膨润土复合甲基丙烯酸聚合物

高强度吸水剂及其制备方法。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膨润土复合甲基丙烯酸聚合物高强度吸水剂，包括如下制备原料：膨润土、甲基丙

烯酸、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和过硫酸铵。

[0006] 进一步的，各制备原料的重量份如下：10-30份膨润土、150-250份甲基丙烯酸、1-2

份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和0.5-1.5份过硫酸铵。

[0007] 进一步的，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制备原料：20份膨润土、200份甲基丙烯酸、1.5份N’

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和1份过硫酸铵。

[0008] 进一步的，由各原料采用溶液聚合法制备。

[0009] 一种膨润土复合甲基丙烯酸聚合物高强度吸水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1、配置氢氧化钠溶液，将甲基丙烯酸加入到洁净的容器中；取氢氧化钠溶液按要求对

甲基丙烯酸在冰水浴中进行中和，同时加入磁子进行搅拌，保证充分混合；

S2、加入膨润土与甲基丙烯酸进行充分混合，然后以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作为交联

剂、过硫酸铵作为引发剂，一次性加入到容器中；通入氮气置换后将试管用盖子密封，将其

置于恒温加热磁力搅拌器水浴中；在30℃下预热20-40min后，在60-70℃条件下反应2-6h，

然后取出反应产物即为膨润土复合甲基丙烯酸聚合物高强度吸水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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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S2中具体反应条件为：30℃下预热30min后，在65℃条件下反

应4h。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S1中氢氧化钠溶液的浓度为2mol/L。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S1中的中和度为80%。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

本发明以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MBA）为交联剂，过硫酸铵为引发剂，采用膨润土复合

甲基丙烯酸（MAA）制备的高强度的吸水剂在室温下对蒸馏水吸水倍率达382  g/g，对自来水

吸水倍率可达216  g/g；地0.9%的Na2SO4溶液中吸水倍率为76  g/g，压缩强度为16.73  MPa，

该吸水剂具有较好的强度和吸水性能。

附图说明

[0014]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15] 图1为该吸水剂的FT-IR谱图；

图2为氢氧化钠浓度对吸水剂的吸水倍率的影响曲线图；

图3为单体中和度对吸水剂表观性能的影响图，中和度：50%(a)；60%(b)；  70%(c)；80%

(d)；  90%(e)；

图4为单体中和度对吸水剂的吸水倍率的影响曲线图；

图5 为交联剂MBA用量对吸水剂吸水性能的影响曲线图；

图6为膨润土用量对吸水剂吸水倍率和压缩强度的影响曲线图；

图7 为吸水剂指压前后的形状变化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1、原料与仪器

原料：α-甲基丙烯酸（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过硫酸铵（分析纯），天津

市佳兴化工有限公司；氢氧化钠（分析纯，天津市河东区红岩试剂厂；MBA（分析纯），天津博

迪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膨润土，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无水硫酸钠（分析纯），天津博

迪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0017] 仪器：红外光谱仪（Tensor  27），德国布鲁克(Bruke)公司；扫描电子显微镜（SU-

8010），日立公司；电子万能拉力实验机（KRT-W10KN），科瑞特试验仪器有限公司。

[0018] 2、吸水剂的制备

配置2mol/L的氢氧化钠溶液，称取3g的MAA加入到洁净的50  mL塑料试管中；取一定浓

度的氢氧化钠溶液按80%中和度对MAA在冰水浴中（恒温0℃下防止MAA自聚）进行中和，同时

加入磁子进行搅拌，保证充分混合；加入0.3g膨润土与MAA进行充分混合，以0.0225gMBA作

为交联剂、0.015g过硫酸铵作为引发剂，一次性加入到试管中；通入氮气置换后将试管用盖

子密封，将其置于恒温加热磁力搅拌器水浴中；在30℃下预热30min后，在65℃条件下反应

4h，然后取出反应产物即膨润土复合MAA聚合物高强度吸水剂（以下简称吸水剂），备用。

[0019] 3、吸水性测试

取出干燥后的吸水剂，准确称重后放入洁净的烧杯中；再在烧杯中分别加入过量的蒸

馏水、自来水、0.9%的硫酸钠溶液（wt，质量分数，下同），常温静置吸水到饱和状态（约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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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滤去多余的液体，对其称重。依照公式（1）计算吸水剂的吸水倍率（w吸水倍率）：

        （1）

式中，w吸水倍率为吸水剂的吸水倍率，g/g；m吸水前为吸水剂的干重，g；m吸水后为吸

水剂吸液到饱和状态时的质量，g。

[0020] 4、压缩强度测试

先将制备的吸水剂置于蒸馏水中吸水至饱和状态（约4  h）；然后自然晾干至无水状态，

切割并测量待测样品的大小。压缩实验样品台移动速度为5mm/min，每个样品平均测试3次，

取平均值为该样品的压缩强度。

[0021] 5、吸水剂的红外光谱表征

图1为吸水剂的红外光（FT-IR）谱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在3436cm-1处为O-H键的伸缩振

动峰，1566cm-1处为MAA、MBA单体中羰基（C=O）相互作用后的伸缩振动峰；1405cm-1处为酰胺

基团（-CONH2）中C-N键的伸缩振动峰，在3620cm-1处为钠基膨润土中-OH的特征振动峰， 

1191cm-1为钠基膨润土中Si-O-Si基团的伸缩振动峰，526cm-1处为Si-O键的伸缩振动峰。以

上结果说明制备的聚合物吸水剂中含有钠基膨润土结构，这可有效的对聚合物性质进行改

性。

[0022] 6、氢氧化钠浓度对吸水剂吸水性能的影响

图2为氢氧化钠浓度对吸水剂的吸水倍率的影响曲线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氢氧化钠浓

度为2  mol/L时，吸水剂对蒸馏水、自来水和0.9%硫酸钠溶液的吸水效果均为最好，且对蒸

馏水的吸水效果要明显高于自来水和0.9%硫酸钠溶液。说明氢氧化钠浓度过大或过小都会

对吸水剂的吸水性能产生影响。这主要是由于氢氧化钠浓度不同时，在一定中和度条件下，

体系中的水含量是不同的，而水作为溶剂在溶解溶质和提供反应环境等方面起着重要作

用。此外，水的多少也决定反应物的浓度，氢氧化钠浓度较高时，反应体系的水过少，反应单

体MAA的浓度将会增大，在发生交联反应时分子链间的距离较小，形成的网格也较小，从而

导致吸水量少；但氢氧化钠浓度较低时，反应体系中水过多，反应单体MAA的浓度则较低，交

联反应时分子链间的距离较大，形成的网格结构较大，导致吸水量减少。

[0023] 7、单体中和度对吸水剂吸水性能的影响

实验考察了单体中和度对吸水剂表观性能的影响。图3为不同单体中和度的吸水材料

吸水后的表观性状图，由图可见，当单体中和度较低时得到的吸水剂硬度较大，而当单体中

和度较高时得到的吸水剂硬度较低，即当单体中和度较低时，吸水剂具有较差的吸水效果；

而单体中和度较高时其吸水后甚至不能保持固定的形态。图4为单体中和度对吸水剂的吸

水倍率的影响曲线图，由图可见，当单体中和度为80%时吸水剂具有最好的吸液效果。这主

要由于MAA的中和度直接影响到吸水剂分子链上亲水基团的存在形态和电荷数目多少，中

和后的-COONa比-COOH更容易电离，因此适宜的单体中和度会使分子链由收缩状态转变为

一定的伸展状态，在发生聚合时形成一定大小的聚合物网络结构，使吸水倍率增加。

[0024] 8、交联剂用量对吸水剂吸水性能的影响

图5为交联剂MBA添加量对吸水剂吸水性能的影响曲线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当交联剂

MBA用量为单体MAA用量的0.75%时，制备的吸水剂对蒸馏水、自来水和0.9%硫酸钠溶液均具

有最好的吸水效果；当交联剂MBA用量太多时，聚合产物内交联点的密度过大，聚合物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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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较小，吸水时网格不易扩张开，所能吸收的水则会减少；但当交联剂MBA用量太少时，聚

合产物交联密度太低，从而导致聚合产物吸水后不能很好地固定水分，导致水分流失，甚至

在水中失去固定形态。因此，交联剂用量过高或过低都会直接影响其吸水效果。

[0025] 9、膨润土用量对吸水倍率和压缩强度的影响

图6为膨润土的加入量对吸水剂吸水倍率和压缩强度的影响曲线图。由图可见，膨润土

对吸水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吸水倍率和压缩强度两个方面。从吸水倍率曲线可以看出，当

膨润土加入量较少时，吸水剂的吸水倍率在一定范围内波动，变化不大。这主要是由于使用

的膨润土粉体和MAA进行了充分的混合，在发生聚合反应时膨润土表面和层间的活性点也

可以参与到MAA的聚合反应，形成有膨润土存在的适度网络，因此在膨润土加入量较低时对

吸水效果影响不大。但当膨润土用量过大时，由于膨润土中活性点不能完全和有机单体MMA

进行有效复合，过多的膨润土填充在吸水网络中间，会影响吸水剂的吸水效果，造成吸水倍

率的降低。用指压法简单测试吸水剂强度，见图7。从图中可以看出，制得的吸水剂具有一定

的抗压性能。从图6中压缩强度测试结果可以看出，当膨润土含量为10%时，吸水剂具有最好

的压缩强度，为16.73  MPa。这是因为适量的膨润土加入后，可以使膨润土的活性点和单体

的交联网络形成协同作用，进一步使吸水剂具有更好的压缩强度。

[0026] 本发明以MBA为交联剂，过硫酸铵为引发剂，以膨润土复合MAA采用溶液聚合法制

备了一种高强度吸水剂，研究了氢氧化钠浓度、单体中和度、交联剂用量和膨润土用量对吸

液倍率的影响。通过优化实验条件，考察了膨润土用量对吸水剂机械强度的影响，得到了膨

润土复合甲基丙烯酸高强度吸水剂。当膨润土用量为10%，氢氧化钠浓度为2mol/L，单体中

和度为80%，交联剂用量为0.75%，制备的吸水剂在室温下对蒸馏水吸水倍率达382  g/g，对

自来水吸水倍率可达216  g/g；地0.9%的Na2SO4溶液中吸水倍率为76  g/g，压缩强度为

16.73  MPa，说明制备的吸水剂具有较好的强度和吸水性能。

[0027] 同时，由图2、4和5可以看出，本发明的吸水剂具有良好的抗盐吸水能力。

[0028]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发明的范围进行

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出

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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