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1029330.3

(22)申请日 2017.10.2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902984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4.13

(73)专利权人 吉林省豫王建能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

地址 136100 吉林省四平市公主岭市大岭

镇西村

(72)发明人 杨伟杰　

(74)专利代理机构 长春市吉利专利事务所 

22206

代理人 李晓莉

(51)Int.Cl.

C04B 28/04(2006.01)

E04G 21/00(2006.01)

C04B 111/34(2006.01)

审查员 赵楠

 

(54)发明名称

一种具有保温、抗裂功能的胶粉聚苯颗粒浆

料、其制备方法及其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保温、抗裂功能的胶粉

聚苯颗粒浆料、其制备方法及应用。浆料由下述

原料按所述重量份数制备而成的：硅酸盐水泥

50-60份，胶粉5-10份，聚苯颗粒10-20份，石墨烯

气凝胶4-6份，无机纳米纤维3-5份，十二烷基苯

磺酸钠1-3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纤维素2-4份，

交联剂1-2份，苯丙烯-丙烯酸酯聚合物2-5份，憎

水剂0.5-1份，水10-20份。添加了石墨烯气凝胶

以及无机纳米纤维改性后的聚苯颗粒保温浆料，

其保温以及抗裂性能得到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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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保温、抗裂功能的胶粉聚苯颗粒浆料，其特征在于是由下述原料按下述重

量份数制备而成的：

硅酸盐水泥50-60份，

氢氧化钙粉5-10份，

聚苯颗粒10-20份，

石墨烯气凝胶4-6份，

无机纳米纤维3-5份，

十二烷基苯磺酸钠1-3份，

羟丙基甲基纤维素2-4份，

交联剂1-2份，

苯丙烯-丙烯酸酯聚合物2-5份，

憎水剂0.5-1份，水10-20份。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保温、抗裂功能的胶粉聚苯颗粒浆料，其特征在于，交

联剂为过氧化二异丙苯(DCP)。

3.如权利要求1-2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具有保温、抗裂功能的胶粉聚苯颗粒浆料，其特征

在于，石墨烯气凝胶为具有三维、多孔网络结构，以石墨烯为主体的气凝胶。

4.如权利要求1-2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具有保温、抗裂功能的胶粉聚苯颗粒浆料，其特征

在于，无机纳米纤维为二氧化硅纳米纤维，碳纤维，氧化铝纤维。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具有保温、抗裂功能的胶粉聚苯颗粒浆料，其特征在于，无

机纳米纤维为二氧化硅纳米纤维，碳纤维，氧化铝纤维。

6.如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具有保温、抗裂功能的胶粉聚苯颗粒浆料的制备

方法，包含如下步骤：

1)、制备无机材料改性的聚苯颗粒：将粗聚苯颗粒进行粉碎成粒径0.5-5mm的颗粒，将

粒度适中的石墨烯气凝胶、无机纳米纤维以及交联剂倒入容器中，加入适量乙醇溶液，进行

充分搅拌混合1-4h，静置30min，在真空或惰性气氛下，以1-10℃/min的速率升温至150-250

℃，保温并搅拌4-6h，得到均一、表面光滑的颗粒，将该颗粒置于气流干燥器于100-110℃下

干燥30min，得到石墨烯气凝胶和无机纤维改性的聚苯颗粒；

2)、制备保温浆料：按照原料配比，将硅酸盐水泥、氢氧化钙粉、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羟

丙基甲基纤维素、苯丙烯-丙烯酸酯聚合物、憎水剂以及适量水，加入步骤1)得到的聚苯颗

粒为轻骨料，搅拌均匀，得到具有保温、抗裂功能的胶粉聚苯颗粒保温浆料。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具有保温、抗裂功能的胶粉聚苯颗粒浆料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2)中搅拌时间为2-10h。

8.一种外墙防水保温一体化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在基层墙体(1)外侧粘贴岩棉板(2)；所述岩棉板(2)经过防水界面处理剂处理后的

岩棉板；

2)、在步骤一所述的岩棉板(2)上铺设钢丝网(3)，并采用固定件(4)固定在钢丝网(3)

外侧；

3)、采用如权利要求1-5任一所述的保温、抗裂功能的胶粉聚苯颗粒浆料作为防火过渡

的抗裂找平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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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采用一布两浆方式在所述找平层上制作抗裂层(7)；具体为：在所述找平层上批刮

抗裂砂浆层，然后铺设网格布，最后再批刮抗裂砂浆层。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外墙防水保温一体化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4)之后，

还包括最后的抗裂砂浆层在制作饰面层。

10.根据权利要求8或9所述的外墙防水保温一体化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

在基层墙体外侧粘贴岩棉板(2)的面积大于50％。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外墙防水保温一体化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固定件

(4)为锚栓，通过锚栓固定在钢丝网(3)外侧，并在锚栓与钢丝网(3)的接触位置设置有塑料

垫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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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保温、抗裂功能的胶粉聚苯颗粒浆料、其制备方法及

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具有保温、抗裂功能的胶粉聚苯颗粒浆

料、其制备方法及其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在建筑节能领域中，外墙保温是建筑节能的重点。胶粉聚苯颗粒保温浆料是以预

混合型干拌沙浆为主要胶凝材料，加入适当的抗裂纤维及多种添加剂，以聚苯乙烯泡沫颗

粒为轻骨料，按比例配置，形成一种保温浆料。在现场加以搅拌均匀即可，外墙内外表面均

可使用，施工方便，且保温效果较好该材料导热系数低，保温隔热性能好，抗压强度高，粘接

力强，附着力强，耐冻融、干燥收缩率及浸水线性变行率小，不易空鼓、开裂。

[0003] 由于采用现场成型抹灰工艺，材料和易性好，易操作，施工效率高，材料成型后整

体性能好。避免了块材保温、接缝易开裂的弊病，且在各种转角处无需裁板做处理，施工工

艺简单。胶粉聚苯颗粒保温系统总体造价较低，能满足相关节能规范要求，而且特别适合建

筑造型复杂的各种外墙保温工程，是普及率较高的一种建筑保温节能做法。

[0004] 中国专利CN104788048公开了一种高防水性不燃级胶粉聚苯颗粒防火保温浆料，

本发明采用了B1级原生级配聚苯颗粒，可使浆料整体的憎水性能提高、需水量明显下降及

防火等级提高。同时还具有节能环保且性能优异、抗压强度高、保温效果好，具有低吸水、高

防火性能等优点，并可以实现大面积的手工批抹。

[0005] 同时，为了提高聚苯颗粒保温浆料的性质，有科研人员在浆料中添加中各种改性

添加剂从而进一步改善其浆料的保温防火性能。中国专利CN105218018A公开了一种聚苯乙

烯颗粒防火保温浆料中，采用非离子—阴离子混合表面活性剂，相对于普通非离子表面活

性剂，其灵敏度提高5-10倍，使防火保温板中MgCl2及其他亲水性物质与具有憎水性的聚苯

乙烯泡沫颗粒能够紧密结合，使制备的防火保温板结构更加结实。中国专利  CN104961428A

公开了一种无机改性聚苯乙烯保温板的制备方法，浆料中通过添加返卤剂或抗水增强剂、

石膏粉等原料进行改性，克服了水泥自身的缺陷，并增加了与聚苯乙烯的相溶性，提高了防

火要求。

[0006] 然而，目前现阶段的胶粉聚苯颗粒保温浆料也存一些缺陷，主要有：聚苯颗粒属于

有机高分子材料，与无机胶凝材料或一些添加剂在混合过程，由于性质上的差异而不相容，

结合强度不理想，保温材料施工性能差，并与基层的粘结性差，应用于外墙保温系统时，容

易出现空鼓、脱落、裂纹等问题，从而影响了胶粉聚苯颗粒保温浆料的应用。同时，现有技术

中的添加剂多为有机添加剂，存在毒性、长时间失效等缺点。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大部分的

添加剂用于改善浆料的其它性能如耐腐蚀性、防水等能性，在防火及抗裂性能要求越来越

高的情况下，现有技术中目前没有有效的添加剂及方法来提高保温浆料的防火隔热及抗裂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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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为解决现有胶料聚苯颗粒保温砂浆保温隔热性差、容易产生裂纹的问题，

提供一种具有保温、抗裂功能的胶粉聚苯颗粒浆料，由下述原料按所述重量份数制备而成

的：

[0008] 硅酸盐水泥  50-60份，

[0009] 胶粉  5-10份，

[0010] 聚苯颗粒  10-20份，

[0011] 石墨烯气凝胶  4-6份，

[0012] 无机纳米纤维  3-5份，

[0013] 十二烷基苯磺酸钠  1-3份，

[0014] 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纤维素  2-4份，

[0015] 交联剂  1-2份，

[0016] 苯丙烯-丙烯酸酯聚合物  2-5份，

[0017] 憎水剂  0.5-1份，

[0018] 水  10-20份。

[0019] 优选的，胶粉为氢氧化钙。

[0020] 优选的，石墨烯气凝胶为具有三维、多孔网络结构，以石墨烯为主体的气凝胶。

[0021] 优选的，无机纳米纤维可为二氧化硅纳米纤维，碳纤维，氧化铝纤维。

[0022] 优选的，交联剂为过氧化二异丙苯(DCP)。

[0023]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具有保温、抗裂功能的胶粉聚苯颗粒浆料的制备方法，包含如

下步骤：

[0024] 1)、制备无机材料改性的聚苯颗粒：将粗聚苯颗粒进行粉碎成粒径0.5-5mm的颗

粒，将粒度适中的石墨烯气凝胶、无机纳米纤维以及交联剂倒入容器中，加入适量乙醇溶

液，进行充分搅拌混合1-4h，静置30min，在真空或惰性气氛下，以1-10℃/min的速率升温至

150-250℃，保温并搅拌4-6h，得到均一、表面光滑的颗粒，将该颗粒置于气流干燥器于100-

110℃下干燥30min，得到石墨烯气凝胶和无机纤维改性的聚苯颗粒；

[0025] 2)、制备保温浆料：按照原料配比，将硅酸盐水泥、胶粉、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羟丙

基甲基纤维素纤维素、苯丙烯-丙烯酸酯聚合物、憎水剂以及适量水，加入步骤1)得到的聚

苯颗粒为轻骨料，搅拌均匀，得到具有保温、抗裂功能的胶粉聚苯颗粒保温浆料。

[0026] 优选的，步骤2)中搅拌时间为2-10h。

[0027] 本发明使用了石墨烯气凝胶与纳米纤维复合，对聚苯颗粒进行改性。气凝胶中极

低的固体含量，限定了骨架中固体传热的有效面积，同时形成多孔结构，也会对通过保温板

的传热的气体介质产生阻碍、分散，能够有效地阻断热传导。而纳米纤维能够有效的将聚苯

颗粒与石墨烯气凝胶交联在一起，同时纳米纤维的独特的高韧性及强度，能够提高浆料固

化成型时的表面张力，使得成型的保温层表面不易产生裂纹。另外，石墨烯为一层极薄的纳

米二维材料，它能够紧密地附在聚苯颗粒与纤维结合的表面形成致密的薄膜，提高结合强

度，保证聚苯颗粒与改性材料的之间的结合力。交联剂的加入，也使得聚苯颗粒与无机材料

的结合更加紧密，形成结构均一的多孔组织。

[0028] 本发明还提供上述胶料聚苯颗粒砂浆在外墙施工中的应用方案。一种外墙防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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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一体化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9] 1)、在基层墙体(1)外侧粘贴岩棉板(2)；所述岩棉板(2)经过防水界面处理剂处理

后的岩棉板；

[0030] 2)、在步骤一所述的岩棉板(2)上铺设钢丝网(3)，并采用固定件(4)固定在钢丝网

(3)外侧；

[0031] 3)、采用具有保温、抗裂功能的胶粉聚苯颗粒浆料作为防火过渡的抗裂找平层

(5)；

[0032] 4)、采用一布两浆方式在所述找平层上制作抗裂层(7)；具体为：在所述找平层上

批刮抗裂砂浆层，然后铺设网格布，最后再批刮抗裂砂浆层。

[0033] 优选的，在步骤4)之后，还包括最后的抗裂砂浆层在制作饰面层.

[0034] 优选的，步骤1)中，在基层墙体外侧粘贴岩棉板(2)的面积大于50％。

[0035] 优选的，所述的固定件(4)为锚栓，通过锚栓固定在钢丝网(3)外侧，并在锚栓与钢

丝网(3) 的接触位置设置有塑料垫片(6)。

[003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所述的聚苯颗粒，通过石墨烯气凝胶与纳米纤维进行

改性之后，形成纳米纤维连接气凝胶与聚苯颗粒，三相交联一体的均匀相物质，其能最大限

度的阻断热传导，实现保温

[0037] 聚苯颗粒表面表成致密的石墨烯薄膜层也能够有效提高浆料的抗裂性能。

[0038] 外墙施工得到一体化保温系统，施工简便、能够实现A级防火，且提高了抗裂功能。

附图说明

[0039] 图1为本发明所述的外墙防水保温一体化施工方法中保温板的结构示意图。

[0040] 图中，1、基层墙体，2、岩棉板，3、钢丝网，4、固定件，5、找平层，6、塑料垫片，7、抗裂

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还可进一步通过实施例来理解本发明，其中所述实施例说明了一些制备或使用方

法。然而，要理解的是，这些实施例不限制本发明。现在已知的或进一步开发的本发明的变

化被认为落入本文中描述的和以下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之内。

[0042] 本发明的实施例利用石墨烯气凝胶和无机纳米纤维聚苯颗粒进行了改性，然后与

水泥、助剂等原料混合制备浆料。外墙保温施工工艺中，将该浆料用作保温层，形成节能保

温系统。还对该浆料的保温、抗裂等性能进行测量比较。

[0043] 实施例一：

[0044] 一种具有保温、抗裂功能的胶粉聚苯颗粒浆料，由下述原料按所述重量份数组成：

硅酸盐水泥50份，氢氧化钙胶粉5份，聚苯颗粒10份，石墨烯气凝胶4份，纳米碳纤维3  份，十

二烷基苯磺酸钠1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纤维素2份，过氧化二异丙苯(DCP)1  份，苯丙烯-丙

烯酸酯聚合物2份，憎水剂0.5份，水10份。按照如下步骤制备砂浆：

[0045] 1)、制备无机材料改性的聚苯颗粒：将粗聚苯颗粒进行粉碎成粒径3mm的颗粒，将

粒度适中的石墨烯气凝胶、纳米碳纤维以及过氧化二异丙苯倒入容器中，加入适量乙醇溶

液，进行充分搅拌混合1h，静置30min，在真空或惰性气氛下，以7℃/min的速率升温至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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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并搅拌4h，得到均一、表面光滑的颗粒，将该颗粒置于气流干燥器于100℃下干燥 

30min，得到石墨烯气凝胶和碳纤维改性的聚苯颗粒；

[0046] 2)、制备保温浆料：按照原料配比，将硅酸盐水泥、氢氧化钙胶粉、十二烷基苯磺酸

钠、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纤维素、苯丙烯-丙烯酸酯聚合物、憎水剂以及适量水，加入步骤1) 

得到的聚苯颗粒为轻骨料，搅拌均匀，得到具有保温、抗裂功能的胶粉聚苯颗粒保温浆料。

[0047] 实施例二：

[0048] 一种具有保温、抗裂功能的胶粉聚苯颗粒浆料，由下述原料按所述重量份数组成：

硅酸盐水泥55份，氢氧化钙胶粉6份，聚苯颗粒12份，石墨烯气凝胶5份，纳米二氧化硅纤维4

份，十二烷基苯磺酸钠1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纤维素2份，过氧化二异丙苯  (DCP)1份，苯丙

烯-丙烯酸酯聚合物2份，憎水剂0.5份，水15份。按照如下步骤制备砂浆：

[0049] 1)、制备无机材料改性的聚苯颗粒：将粗聚苯颗粒进行粉碎成粒径1mm的颗粒，将

粒度适中的石墨烯气凝胶、纳米二氧化硅纤维以及过氧化二异丙苯倒入容器中，加入适量

乙醇溶液，进行充分搅拌混合2h，静置30min，在真空或惰性气氛下，以10℃/min的速率升温

至180℃，保温并搅拌5h，得到均一、表面光滑的颗粒，将该颗粒置于气流干燥器于100℃下

干燥30min，得到石墨烯气凝胶和碳纤维改性的聚苯颗粒；

[0050] 2)、制备保温浆料：按照原料配比，将硅酸盐水泥、氢氧化钙胶粉、十二烷基苯磺酸

钠、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纤维素、苯丙烯-丙烯酸酯聚合物、憎水剂以及适量水，加入步骤1) 

得到的聚苯颗粒为轻骨料，搅拌均匀，得到具有保温、抗裂功能的胶粉聚苯颗粒保温浆料。

[0051] 实施例三：

[0052] 一种具有保温、抗裂功能的胶粉聚苯颗粒浆料，由下述原料按所述重量份数组成：

硅酸盐水泥60份，氢氧化钙胶粉8份，聚苯颗粒19份，石墨烯气凝胶5份，纳米氧化铝纤维3

份，十二烷基苯磺酸钠1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纤维素2份，过氧化二异丙苯(DCP)  1份，苯丙

烯-丙烯酸酯聚合物2份，憎水剂0.5份，水20份。按照如下步骤制备砂浆：

[0053] 1)、制备无机材料改性的聚苯颗粒：将粗聚苯颗粒进行粉碎成粒径5mm的颗粒，将

粒度适中的石墨烯气凝胶、纳米氧化铝纤维以及过氧化二异丙苯倒入容器中，加入适量乙

醇溶液，进行充分搅拌混合1h，静置30min，在真空或惰性气氛下，以10℃/min的速率升温至

230℃，保温并搅拌6h，得到均一、表面光滑的颗粒，将该颗粒置于气流干燥器于  1110℃下

干燥30min，得到石墨烯气凝胶和碳纤维改性的聚苯颗粒；

[0054] 2)、制备保温浆料：按照原料配比，将硅酸盐水泥、氢氧化钙胶粉、十二烷基苯磺酸

钠、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纤维素、苯丙烯-丙烯酸酯聚合物、憎水剂以及适量水，加入步骤1) 

得到的聚苯颗粒为轻骨料，搅拌均匀，得到具有保温、抗裂功能的胶粉聚苯颗粒保温浆料。

[0055] 对比例一：

[0056] 除去原料不含纳米碳纤维，浆料的其余原料及制备方法与实施例一相同，获得保

温浆料。对比例二：

[0057] 原料中不含纳米碳纤维和石墨烯气凝胶，方法中没有纳米碳纤维和石墨烯气凝胶

改性聚苯颗粒的步骤，其他步骤与实施例一相同，获得保温浆料。

[0058] 上述实施例和对比例的保温浆料的性能及一些物理力学性能见表1。

[0059] 表1保温浆料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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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0061]

[0062] 可见，本发明在使用了石墨烯气凝胶和无机纳米纤维改性的聚苯颗粒后，制备的

保温浆料在隔热保温性能上和抗裂性能上有了很大的提升。

[0063] 另外，本发明的实施例也包括该砂浆在外墙保温施工中的应用，其方法由以下步

骤实现：步骤1)、在基层墙体1外侧粘贴岩棉板2；所述岩棉板2经过防水界面处理剂处理后

的岩棉板；

[0064] 步骤2)、在步骤一所述的岩棉板2上铺设钢丝网3，并采用固定件4固定在钢丝网3

外侧；

[0065] 步骤3)、采用本发明的所有实施例的得到胶粉聚苯颗粒保温浆料作为防火过渡的

抗裂找平层5；

[0066] 步骤4)、采用一布两浆方式在所述找平层上制作抗裂层7；具体为：在所述找平层

上批刮抗裂砂浆层，然后铺设网格布，最后再批刮抗裂砂浆层。

[0067] 本发明的外墙防水保温一体化施工方法中保温板的结构示意图如图1 所示。

[0068] 实施方式中步骤1)所述的在基层墙体外侧粘贴岩棉板的面积在50％以上。步骤2)

中，可以根据基层墙体的不同，选择合适的固定件4。所述的固定件4可以为锚栓，通过锚栓

固定在钢丝网外侧，同时在锚栓与钢丝网的接触位置采用塑料垫片6，避免锚栓穿过钢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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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以及保证接触牢固等。

[0069] 实施方式中还包括饰面层，在步骤四之后，可以涂饰面层。

[0070] 本发明内容仅仅举例说明了要求保护的一些具体实施方案，其中一个或更多个技

术方案中所记载的技术特征可以与任意的一个或多个技术方案相组合，这些经组合而得到

的技术方案也在本申请保护范围内，就像这些经组合而得到的技术方案已经在本发明公开

内容中具体记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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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10

CN 107902984 B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RA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