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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

浆，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各组分：憎水玻化微珠30-

70份、水泥20-70份、粉煤灰1-30份、保水材料

0.01-0.5、憎水粉末0.01-0.5、水50-250份。本发

明还公开了上述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的制

备方法。本发明的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其

在潮湿的环境中能够保持优越的保温性能，而且

耐候性优良、使用寿命长；并且制备方法操作简

便、制备条件容易控制，对生产设备要求较低，是

一种容易实现工业化生产的方法。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CN 111517710 A

2020.08.11

CN
 1
11
51
77
10
 A



1.一种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各组分：

憎水玻化微珠30-70份、水泥20-70份、粉煤灰1-30份、保水材料0.01-0 .5、憎水粉末

0.01-0.5、水50-25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其特征在于，所述憎水型玻化微珠

保温砂浆还包括有机硅憎水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其特征在于，所述憎水玻化微珠的

制备步骤包括：用有机硅憎水剂溶液浸泡玻化微珠后，在室温下干燥至恒重，得到憎水玻化

微珠。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其特征在于，所述有机硅憎水剂溶

液为有机硅憎水剂和水按1：5-50的体积比混合均匀而成；所述憎水玻化微珠的制备步骤

中，浸泡的温度为20-50℃，时间为0.5-2h。

5.根据权利要求2或4所述的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其特征在于，所述有机硅憎水

剂为甲基硅酸盐类憎水剂以及硅烷类憎水剂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组合。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其特征在于，所述憎水玻化微珠的

制备步骤为：

用六甲基二硅胺烷均匀喷涂于玻化微珠的表面，在室温下干燥至恒重，得到憎水玻化

微珠。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水材料为甲基

纤维素醚、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和羟乙基甲基纤维素醚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组合。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其特征在于，所述憎水粉末为聚硅

氧烷类憎水剂粉末。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步骤：

混合的步骤：将配方量的憎水玻化微珠、水泥、粉煤灰、保水材料、憎水粉末和水搅拌均

匀，得到憎水玻化微珠保温砂浆半成品；

制备成品的步骤：将所述有机硅憎水剂与水混合均匀，得到有机硅憎水剂溶液，然后将

其喷洒于所述憎水玻化微珠保温砂浆半成品的表面，得到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成品。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制

备成品的步骤中，所述有机硅憎水剂与水按1:5-30的体积比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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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材料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及其制备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能源消耗问题越来越严重，增强能源的利用效率及节约能源是当今世界的一

种重要社会意识。建筑节能是降低能源消耗的重要要途径之一，建筑节能是指在建筑材料

生产、房屋建筑和构筑物施工及使用过程中，满足同等需要或达到相同目的的条件下，尽可

能降低能耗。在建筑中，外墙围护结构的热损耗较大，墙体又是外围护结构的主要组成部

分，按价值工程原理，发展外墙保温技术成了实现建筑节能的重要环节，不仅能节约大量能

源，还能给住户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带来许多实惠。外墙外保温技术由于具有避免热桥效

应、延长建筑主体的使用寿命以及有利于建筑物后期的加固装修等优点，使得我国的外墙

外保温技术在近几年来得到迅猛的发展。

[0003] 玻化微珠保温砂浆是应用于外墙外保温的一种新型无机保温砂浆材料，以玻化微

珠为轻质骨料、玻化微珠保温胶粉料按一定比例搅拌均匀混合而成，具有强度高、质轻、保

温、隔热好、电绝缘性能好、耐磨、耐腐蚀、防辐射等显著特点，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由于

玻化微珠具有很高的吸水性，暴露在潮湿环境下极易吸潮，材料吸潮后密度增大，出现热桥

效应导致导热系数增高，从而使得玻化微珠保温砂浆的保温性能显著下降，导致其使用寿

命显著缩短。

[0004] 因此，急需发明一种外墙外保温材料，其在潮湿的环境中能够保持优越的保温性

能，而且耐候性优良、使用寿命长。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之一在于提供一种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

砂浆，其在潮湿的环境中能够保持优越的保温性能，而且耐候性优良、使用寿命长。

[0006] 本发明的目的之二在于提供本发明目的之一的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的制备

方法，该制备方法操作简便、制备条件容易控制，对生产设备要求较低，是一种容易实现工

业化生产的方法。

[0007]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采用如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8] 一种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各组分：

[0009] 憎水玻化微珠30-70份、水泥20-70份、粉煤灰1-30份、保水材料0.01-0.5、憎水粉

末0.01-0.5、水50-250份。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还包括有机硅憎水剂。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憎水玻化微珠的制备步骤包括：用有机硅憎水剂溶液浸泡玻化微

珠后，在室温下干燥至恒重，得到憎水玻化微珠。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有机硅憎水剂溶液为有机硅憎水剂和水按1：5-50的体积比混合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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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而成；所述憎水玻化微珠的制备步骤中，浸泡的温度为20-50℃，时间为0.5-2h。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有机硅憎水剂为甲基硅酸盐类憎水剂以及硅烷类憎水剂中的一种

或两种以上组合。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憎水玻化微珠的制备步骤为：

[0015] 用六甲基二硅胺烷均匀喷涂于玻化微珠的表面，在室温下干燥至恒重，得到憎水

玻化微珠。

[0016] 进一步地，所述保水材料为甲基纤维素醚、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和羟乙基甲基纤

维素醚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组合。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憎水粉末为聚硅氧烷类憎水剂粉末。

[0018] 本发明的目的之二采用如下技术方案实现：

[0019] 本发明目的之一的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步骤：

[0020] 混合的步骤：将配方量的憎水玻化微珠、水泥、粉煤灰、保水材料、憎水粉末和水搅

拌均匀，得到憎水玻化微珠保温砂浆半成品；

[0021] 制备成品的步骤：将所述有机硅憎水剂与水混合均匀，得到有机硅憎水剂溶液，然

后将其喷洒于所述憎水玻化微珠保温砂浆半成品的表面，得到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成

品。

[0022] 进一步地，所述制备成品的步骤中，所述有机硅憎水剂与水按1:5-30的体积比混

合。

[0023] 相比现有技术，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4] 1 .本发明的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中，通过用有机硅憎水剂溶液浸泡玻化微

珠、在玻化微珠的表面喷涂六甲基二硅胺烷憎水剂等两种不同的方式改性玻化微珠，得到

憎水玻化微珠，其能够有效降低因生产导致开孔的玻化微珠的吸水率。

[0025] 2.本发明的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首先，通过改性玻化微珠，得到憎水玻化微

珠，有效降低玻化微珠的吸水率；其次，在保温砂浆中掺入憎水粉末，能够显著提高保温砂

浆中水泥浆体部分的憎水性能；再次，在保温砂浆的表面喷洒有机硅憎水剂溶液，能够有效

解决施工后保温砂浆在潮湿环境中吸湿、吸潮而引起保温砂浆使用寿命缩短的问题。

[0026] 本发明通过同时使用三种憎水改善措施，三管齐下，协同增效，最大化地提高了憎

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的防水、防潮性能，能够有效解决保温砂浆在潮湿环境中吸水而使

导热系数增高、保温性能显著下降和寿命显著缩短的问题。

[0027] 3.本发明的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的制备方法，其操作简便、制备条件容易控

制，对生产设备要求较低，是一种容易实现工业化生产的方法。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需要说明的是，在不相冲突的

前提下，以下描述的各实施例之间或各技术特征之间可以任意组合形成新的实施例。所采

用的设备和原料等均可从市场购得或是本领域常用的。下述实施例中的方法，如无特别说

明，均为本领域的常规方法。

[0029] 一种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各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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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憎水玻化微珠30-70份、水泥20-70份、粉煤灰1-30份、保水材料0.01-0.5、憎水粉

末0.01-0.5、水50-250份。

[0031] 作为进一步的实施方式，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还包括有机硅憎水剂。

[0032] 作为进一步的实施方式，憎水玻化微珠的制备步骤包括：用有机硅憎水剂溶液浸

泡玻化微珠后，在室温下干燥至恒重，得到憎水玻化微珠。

[0033] 作为进一步的实施方式，有机硅憎水剂溶液为有机硅憎水剂和水按1：5-50的体积

比混合均匀而成；憎水玻化微珠的制备步骤中，浸泡的温度为20-50℃，时间为0.5-2h。

[0034] 作为进一步的实施方式，有机硅憎水剂为甲基硅酸盐类憎水剂、硅烷和硅氧烷类

憎水剂和纯硅烷类憎水剂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组合。

[0035] 作为进一步的实施方式，憎水玻化微珠的制备步骤为：

[0036] 用六甲基二硅胺烷憎水剂喷涂在玻化微珠的表面，在室温下干燥至恒重，得到憎

水玻化微珠。

[0037] 作为进一步的实施方式，保水材料为甲基纤维素醚、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和羟乙

基甲基纤维素醚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组合。

[0038] 作为进一步的实施方式，憎水粉末为聚硅氧烷憎水剂粉末。

[0039] 上述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0] 混合的步骤：将配方量的憎水玻化微珠、水泥、粉煤灰、保水材料、憎水粉末和水搅

拌均匀，得到憎水玻化微珠保温砂浆半成品；

[0041] 制备成品的步骤：将有机硅憎水剂与水混合均匀，得到有机硅憎水剂溶液，然后将

其喷洒于憎水玻化微珠保温砂浆半成品的表面，得到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成品。

[0042] 作为进一步的实施方式，制备成品的步骤中，有机硅憎水剂与水按1:5-30的体积

比混合。

[0043] 实施例1：

[0044] 一种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各组分：

[0045] 憎水玻化微珠30份、水泥20份、粉煤灰5份、保水材料0.01份、聚硅氧烷憎水剂粉末

0.5份、水50份。

[0046] 其中，保水材料为甲基纤维素醚。

[0047] 另外，憎水玻化微珠的制备步骤包括：甲基硅酸钠类憎水剂和水按1：5的体积比混

合，得到有机硅憎水剂溶液，然后将玻化微珠浸泡其中，浸泡的温度为20℃，时间为0.5h，然

后在室温下放在干燥器中干燥至恒重，得到憎水玻化微珠。

[0048] 上述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9] 混合的步骤：将配方量的憎水玻化微珠、水泥、粉煤灰、保水材料、硅氧烷憎水剂粉

末和水搅拌均匀，得到憎水玻化微珠保温砂浆半成品；

[0050] 制备成品的步骤：将甲基硅酸钠憎水剂与水按1:10的体积比混合均匀，得到有机

硅憎水剂溶液，然后将其均匀喷洒于憎水玻化微珠保温砂浆半成品的表面，得到憎水型玻

化微珠保温砂浆成品。

[0051] 实施例2：

[0052] 一种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各组分：

[0053] 憎水玻化微珠70份、水泥70份、粉煤灰30份、保水材料0.5份、聚硅氧烷憎水剂粉末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111517710 A

5



0.05份、水200份。

[0054] 其中，保水材料为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和羟乙基甲基纤维素醚。

[0055] 另外，憎水玻化微珠的制备步骤包括：甲基硅酸钠憎水剂和水按1：50的体积比混

合，得到有机硅憎水剂溶液，然后将玻化微珠浸泡其中，浸泡的温度为50℃，时间为2h，然后

在室温下放在干燥器中干燥至恒重，得到憎水玻化微珠。

[0056] 上述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7] 混合的步骤：将配方量的憎水玻化微珠、水泥、粉煤灰、保水材料、聚硅氧烷憎水剂

粉末和水搅拌均匀，得到憎水玻化微珠保温砂浆半成品；

[0058] 制备成品的步骤：将甲基硅酸钾憎水剂与水按1:30的体积比混合均匀，得到有机

硅憎水剂溶液，然后将其喷洒于憎水玻化微珠保温砂浆半成品的表面，得到憎水型玻化微

珠保温砂浆成品。

[0059] 实施例3：

[0060] 一种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各组分：

[0061] 憎水玻化微珠40份、水泥40份、粉煤灰20份、保水材料0.2份、聚硅氧烷憎水剂粉末

0.2份、水150份。

[0062] 其中，保水材料为甲基纤维素醚和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

[0063] 另外，憎水玻化微珠的制备步骤包括：硅烷憎水剂和水按1：30的体积比混合，得到

有机硅憎水剂溶液，然后将玻化微珠浸泡其中，浸泡的温度为40℃，时间为1h，然后在室温

下放在干燥器中干燥至恒重，得到憎水玻化微珠。

[0064] 上述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5] 混合的步骤：将配方量的憎水玻化微珠、水泥、粉煤灰、保水材料、聚硅氧烷憎水剂

粉末和水搅拌均匀，得到憎水玻化微珠保温砂浆半成品；

[0066] 制备成品的步骤：将甲基硅钠憎水剂与水按1:20的体积比混合均匀，得到有机硅

憎水剂溶液，然后将其喷洒于憎水玻化微珠保温砂浆半成品的表面，得到憎水型玻化微珠

保温砂浆成品。

[0067] 实施例4：

[0068] 一种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各组分：

[0069] 憎水玻化微珠70份、水泥70份、粉煤灰10份、保水材料0.01份、聚硅氧烷憎水剂粉

末0.5份、水180份。

[0070] 其中，保水材料为羟乙基甲基纤维素醚。

[0071] 另外，憎水玻化微珠的制备步骤包括：用六甲基二硅胺烷憎水剂喷涂在玻化微珠

的表面，然后在室温下放在干燥器中干燥至恒重，得到憎水玻化微珠。

[0072] 上述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3] 混合的步骤：将配方量的憎水玻化微珠、水泥、粉煤灰、保水材料、聚硅氧烷憎水剂

粉末和水搅拌均匀，得到憎水玻化微珠保温砂浆半成品；

[0074] 制备成品的步骤：将甲基硅酸钠憎水剂与水按1:10的体积比混合均匀，得到有机

硅憎水剂溶液，然后将其喷洒于憎水玻化微珠保温砂浆半成品的表面，得到憎水型玻化微

珠保温砂浆成品。

[0075] 验证实施例：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111517710 A

6



[0076] 通过以下试验来进一步阐述本发明的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的有益效果。

[0077] 性能测试：

[0078] 将实施例1-4的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进行吸水率测试，测试结果见表1。

[0079] 表1为实施例1-4的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的吸水率测试结果：

[0080]

[0081] 从表1可以看出，本发明的憎水型玻化微珠保温砂浆吸水率低，在潮湿的环境中仍

能够稳定保温、隔热性能，延长使用寿命。

[0082] 上述实施方式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方式，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基础上所做的任何非实质性的变化及替换均属于本发明

所要求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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