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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适用于砂浆的聚羧酸减水

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将一定比例的

聚醚大单体、阳离子淀粉醚、阴离子淀粉醚、丙烯

酸和水加入到反应釜中，搅拌使其溶解；2)在35‑

55℃恒定温度下，开始加入一定量双氧水；3)加

入双氧水5min后，依次开始滴加引发剂、小单体

溶液，引发剂加入后，10min内开始滴加小单体溶

液，小单体溶液滴加时间为a小时，引发剂滴加时

间为a+0.5小时；引发剂由一定比例的巯基乙酸、

维c和水组成，小单体溶液由一定比例的丙烯酸、

烷基丙烯酸酯、和水组成；4)滴加结束后，向体系

中投入一水葡萄糖，保持温度恒定，熟化b小时，

待温度低于30℃时，缓慢加入液碱，调整pH值至

5.0，补水，搅拌均匀后，即得所述的一种适用于

砂浆的聚羧酸减水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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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用于砂浆的聚羧酸减水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  将110-180份聚醚大单体、20-40份阳离子淀粉醚、150-200份阴离子淀粉醚、7-15份

丙烯酸和150-250份水加入到反应釜中，搅拌使其溶解；

2)  控制釜内温度在35-55℃，温度稳定后，一次性加入1.8-3.2份双氧水；

3)  加入双氧水5min后，依次开始滴加引发剂、小单体溶液，引发剂加入后，10min内开

始滴加小单体溶液，小单体溶液滴加时间为a小时，引发剂滴加时间为a+0.5小时；引发剂由

0.6-1 .6份巯基乙酸、0.5-1份维c和80-120份水组成，小单体溶液由5-9份丙烯酸烷基酯、

26.5-36.2份丙烯酸和30-50份水组成；

4)  滴加结束后，向体系中投入0.5-2份一水葡萄糖，保持温度恒定，熟化b小时，待反应

溶液温度低于30℃时，缓慢加入10-20份液碱，调整pH值至5.0，并补水至溶液总质量为1000

份，搅拌均匀后，即得质量分数为40%的适用于砂浆的聚羧酸减水剂；

所述阳离子淀粉醚为分子量为5×105-1×106、取代度大于0.07的季铵烷基淀粉。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适用于砂浆的聚羧酸减水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聚醚大单体为烯丙基聚氧乙烯醚、甲基烯丙基聚氧乙烯醚、异戊烯醇聚氧乙烯醚、乙烯基丁

基醚聚氧乙烯醚的一种或几种组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适用于砂浆的聚羧酸减水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聚醚大单体为分子量3000-4000的烯丙基聚氧乙烯醚、甲基烯丙基聚氧乙烯醚、乙烯基丁基

醚聚氧乙烯醚的一种或几种组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适用于砂浆的聚羧酸减水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阳离子淀粉醚为叔胺烷基淀粉和季铵烷基淀粉中的一种或两种组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适用于砂浆的聚羧酸减水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丙烯酸烷基酯为丙烯酸羟乙脂、丙烯酸羟丙酯一种或两种组成。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适用于砂浆的聚羧酸减水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阴离子淀粉醚为羧甲基淀粉，所述羧甲基淀粉为科维化工工业级羧甲基淀粉、燕兴化工工

业级羧甲基淀粉、兴磊化工工业级羧甲基淀粉中的一种或几种组成。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适用于砂浆的聚羧酸减水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阴离子淀粉醚为分子量为5×105-1×106，取代度大于0.5的羧甲基淀粉。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适用于砂浆的聚羧酸减水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小单体溶液滴加时间a为4-6  h；所述熟化的时间b为2-3.5h。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适用于砂浆的聚羧酸减水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双氧水为质量百分比为27.5%工业级双氧水；所述液碱为NaOH质量浓度为32%的离子膜液碱

工业品。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8285286 B

2



一种适用于砂浆的聚羧酸减水剂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材料技术领域，涉及到混凝土外加剂领域，具体是一种适用于砂

浆的聚羧酸减水剂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砂浆是建筑工程中用量较大的建筑材料之一，广泛应用于砌筑、抹面、修补、

灌浆及粘贴饰面材料等工程中。传统的砂浆生产方式分为湿拌砂浆和干混砂浆，但不论那

种方式都需要减水剂的参与。由于作用载体的不同，砂浆减水剂与混凝土减水剂也存在着

一定的差异，因此不能简单的将混凝土减水剂移植用到砂浆的生产上。工作性能优异的砂

浆本身应该要具有良好的粘聚性，保水性以及较长的缓凝时间，这些要求对砂浆减水剂的

开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0003] 专利CN105314919A公开了一种用于湿拌水泥砂浆的减水剂，具体是由下述质量百

分比的组分制成：醚化聚羧酸2-5份；超缓凝组份5-20份；超缓凝组份稳定剂0.1-1.0份；水

75-90份，各组分之和为100份。该减水剂装卸方便，计量误差小，并且可以提高砂浆保水性。

[0004] 专利CN105036590A公开了一种专用于流动性砂浆中的改性聚羧酸粉末减水剂，具

体是以以下质量百分比的组分：聚羧酸减水剂原粉90-98份；超细滑石粉0.5-5.0份；抗吸附

剂0.25-1.0份；高粘度生物合成胶原0.03-0.08份；原纤维合成纸浆0.3-0.5份；高聚合度缓

凝剂0.5-2.0份。该发明提供的专用于流动性砂浆中的改性聚羧酸粉末减水剂，通过物理复

配，借助有效的、掺量低的助剂改善聚羧酸减水剂的流动性能，提高流动砂浆的铺展面积，

延长聚羧酸减水剂作用力的释放时间，保持较好的施工工作度。

[0005] 专利CN102746471A公开了一种用于CA砂浆的聚羧酸减水剂的制备方法，具体是以

聚乙二醇单甲醚甲基丙烯酸酯大单体、巯基乙酸、软水和不饱和双键单体配制成的混合液

加热反应制得。该发明的减水剂解决了使CA砂浆性能出现流动度不达标、开放时间不长而

引起水泥沥青砂浆表面稠化而影响施工以及施工后，水泥干粉料和乳化沥青分层的问题。

[0006] 区别于以上现有专利，本发明引入改性淀粉作为合成砂浆减水剂的原料。因为天

然淀粉分子链中含有疏水链，分子侧链上还含有亲水羟基，其基本结构框架很适合作为减

水剂原料。淀粉分子结构上的糖苷键和羟基化学性质比较活泼，因此可以通过对淀粉进行

化学改性，在淀粉分子结构上引入多用作用基团。通过引入改性淀粉代替一部分聚醚大单

体进行减水剂的合成，就具有极高的开发与应用价值。分别引入阳离子淀粉与阴离子淀粉，

构建更具亲水能力的、拥有更强锚固能力的侧链，大幅度提高减水剂保水性和水泥基胶凝

材料浆体的粘聚性，以及对砂浆颗粒的包裹能力；随着淀粉的引入，同时也引入大量位于淀

粉主链上的疏水基团，获得了良好的引气效果；引入一定量的改性淀粉取代一部分聚醚大

单体，又能显著降低聚羧酸减水剂生产的成本。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适用于砂浆的聚羧酸减水剂的制备方

说　明　书 1/6 页

3

CN 108285286 B

3



法。

[0008] 阳离子淀粉上氨基的氮原子带正电荷，对带负电荷的水泥颗粒有亲和力，可先一

步吸附于层面带负电的层状水化产物C3A、C4AF矿物上。阳离子淀粉本身具有较好的流动性、

分散性、溶解性，更兼具良好的亲水性，其取代度大于0.07时在冷水即可溶胀。阴离子淀粉

即羧甲基淀粉，取代度约0.15时在冷水中能润胀，在水中溶解度随取代度增加而增加，在

0.3时溶于碱性溶液，而在0.5～0.8时，酸性溶液不沉淀。选取的高取代羧甲基淀粉具有离

子交换、螯合、多聚阴离子絮凝的性质，还能与高分子物质形成络合物。本发明引入改性淀

粉，其多羟基结构能显著提高水泥砂浆的保水能力，水泥基胶凝材料浆体的粘聚性以及对

砂砾的包裹能力。随着淀粉的引入，同时也引入大量位于淀粉主链上的疏水基团，减水剂分

子的疏水基团可作用在水—气界面，能显著降低水的表面张力，使水在搅拌作用下引入空

气，形成无数微小气泡。这些气泡被有一定强度的膜包围着，可以起到类似滚珠的作用，对

水泥颗粒之间滑动起到润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混凝出拌和物的和易性。引入合适

比例的阳离子淀粉取代一部分聚醚大单体，又能显著降低聚羧酸减水剂生产的成本。

[0009]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10] 一种适用于砂浆的聚羧酸减水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适用于断级配粗

砂的聚羧酸减水剂主要由以下组分制备而成：聚醚大单体、阳离子淀粉醚、阴离子淀粉醚、

双氧水、丙烯酸、丙烯酸烷基酯、一水葡萄糖、巯基乙酸、维c、液碱、水；制备后成品质量分数

为40％，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1] 1)将110-180份聚醚大单体、20-40份阳离子淀粉醚、150-200份阴离子淀粉醚、7-

15份丙烯酸和150-250份水加入到反应釜中，搅拌使其溶解；

[0012] 2)控制釜内温度在35-55℃，温度稳定后，一次性加入1.8-3.2份双氧水；

[0013] 3)加入双氧水5min后，依次开始滴加引发剂、小单体溶液，引发剂加入后，10min内

开始滴加小单体溶液，小单体溶液滴加时间为a小时，引发剂滴加时间为a+0.5小时；引发剂

由0.6-1.6份巯基乙酸、0.5-1份维c和80-120份水组成，小单体溶液由5-9份丙烯酸烷基酯、

26.5-36.2份丙烯酸和30-50份水组成；

[0014] 4)滴加结束后，向体系中投入0.5-2份一水葡萄糖，保持温度恒定，熟化b小时，待

反应溶液温度低于30℃时，缓慢加入10-20份液碱缓慢加入液碱，调整pH值至5.0，并补水至

溶液总质量为1000份，搅拌均匀后，即得质量分数为40％的适用于砂浆的聚羧酸减水剂。

[0015] 所述聚醚大单体为烯丙基聚氧乙烯醚、甲基烯丙基聚氧乙烯醚、异戊烯醇聚氧乙

烯醚、乙烯基丁基醚聚氧乙烯醚的一种或几种组成。优选为分子量适中的聚醚大单体，即分

子量3000-4000的烯丙基聚氧乙烯醚、甲基烯丙基聚氧乙烯醚、乙烯基丁基醚聚氧乙烯醚的

一种或几种组成。

[0016] 所述阳离子淀粉醚为叔胺烷基淀粉和季铵烷基淀粉中的一种或两种组成；优选分

子量为5×105-1×106，取代度大于0.07的季铵烷基淀粉。

[0017] 所述丙烯酸烷基酯为丙烯酸羟乙脂、丙烯酸羟丙酯一种或两种组成；优选质量比

为1：1的丙烯酸羟乙脂与丙烯酸羟丙酯的组合物。

[0018] 所述阴离子淀粉醚为羧甲基淀粉(CMS)，也称为羧甲基淀粉钠，为科维化工工业级

羧甲基淀粉、燕兴化工工业级羧甲基淀粉、兴磊化工工业级羧甲基淀粉中的一种或几种组

成。优选分子量为5×105-1×106，取代度大于0.5的羧甲基淀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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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所述小单体溶液滴加时间a为4-6h；优选滴加时间是5h。

[0020] 所述熟化时间b为2-3.5h；优选熟化时间是2.5h。

[0021] 所述双氧水为质量百分比为27.5％工业级双氧水。

[0022] 所述液碱为NaOH质量浓度为32％的离子膜液碱工业品。

[0023] 合成过程中的选取温度为35-55℃，具体选择那个特定温度视沙砾的级配情况而

定：在沙砾级配差距较大的条件下，优选较高的合成温度；在沙砾级配差距不大的条件下，

优选较低的合成温度。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5] 1、淀粉分子侧链上还含有亲水羟基，后期补充的一水葡萄糖也有多羟基结构，都

提供亲水基团，易构建个亲水的短溶剂锚固层，保水能力强；亲水溶剂层又可保证丙烯酸烷

基酯在强吸水性吸附质引起的水泥水化的少量碱性溶液的环境中，匀速释放缓释组分，从

而表现出稳定的保坍能力；淀粉主链上含有疏水基团，可作用在水—气界面，能显著降低水

的表面张力，使水在搅拌作用下引入空气，形成无数微小气泡，这些气泡被有一定强度的膜

包围着，可以起到类似滚珠的作用，对水泥颗粒之间滑动起到润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增大

了水泥砂浆的和易性。

[0026] 2、阳离子淀粉水解后的铵基对砂浆强度有补充作用，而阳离子淀粉本身还具有较

好的流动性、分散性；阴离子淀粉即高取代羧甲基淀粉具有离子交换、螯合、多聚阴离子絮

凝的性质，还能与高分子物质形成络合物，因此无论阴阳离子淀粉其水解后的残基都能使

水泥砂浆保持较好的分散性，也就保证了砂浆拌合物对缓凝时间的要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实施例1

[0028] 一种适用于砂浆的聚羧酸减水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29] 1)将110份分子量3000的烯丙基聚氧乙烯醚、20份分子量为5×105、取代度为0.1

的季铵烷基淀粉、200份分子量为5×105、取代度为0.6的羧甲基淀粉、15份丙烯酸和250份

水加入到反应釜中，搅拌使其溶解；

[0030] 2)测定釜内温度，控制釜内温度在55℃，温度稳定后，一次性加入1.8份双氧水；

[0031] 3)加入双氧水5min后，依次开始滴加引发剂、小单体溶液，引发剂加入后，10min内

开始滴加小单体溶液，小单体溶液滴加时间为6小时，引发剂滴加时间为6.5小时；引发剂由

1.6份巯基乙酸、0.5份维c和120份水组成，小单体溶液由9份丙烯酸羟乙酯、36.2份丙烯酸

和50份水组成；

[0032] 4)滴加结束后，向体系中投入0.5份一水葡萄糖，保持温度恒定，熟化3.5小时，待

反应溶液温度低于30℃时，缓慢加入20份液碱缓慢加入液碱，调整pH值至5.0，并补水至溶

液总质量为1000份，搅拌均匀后，即得质量分数为40％的适用于砂浆的聚羧酸减水剂。

[0033] 实施例2

[0034] 一种适用于砂浆的聚羧酸减水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35] 1)将120份分子量3200的甲基烯丙基聚氧乙烯醚、24份分子量为6×105、取代度为

0.15的叔胺烷基淀粉、190份分子量为6×105、取代度为0.7的羧甲基淀粉、14份丙烯酸和

230份水加入到反应釜中，搅拌使其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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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2)测定釜内温度，控制釜内温度在49℃，温度稳定后，一次性加入2份双氧水；

[0037] 3)加入双氧水5min后，依次开始滴加引发剂、小单体溶液，引发剂加入后，10min内

开始滴加小单体溶液，小单体溶液滴加时间为5.5小时，引发剂滴加时间为6小时；引发剂由

1.4份巯基乙酸、0.6份维c和110份水组成，小单体溶液由8份丙烯酸羟丙酯、34.7份丙烯酸

和48份水组成；

[0038] 4)滴加结束后，向体系中投入0.7份一水葡萄糖，保持温度恒定，熟化3小时，待反

应溶液温度低于30℃时，缓慢加入18份液碱缓慢加入液碱，调整pH值至5.0，并补水至溶液

总质量为1000份，搅拌均匀后，即得质量分数为40％的适用于砂浆的聚羧酸减水剂。

[0039] 实施例3

[0040] 一种适用于砂浆的聚羧酸减水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41] 1)将137份分子量3500的乙烯基丁基醚聚氧乙烯醚、33份质量比为1：1的分子量为

7×105、取代度为0.6的叔胺烷基淀粉与分子量为7×105、取代度为0.3的季铵烷基淀粉的组

合物、170份羧甲基淀粉、11份丙烯酸和210份水加入到反应釜中，搅拌使其溶解；

[0042] 2)测定釜内温度，控制釜内温度在44℃，温度稳定后，一次性加入2.3份双氧水；

[0043] 3)加入双氧水5min后，依次开始滴加引发剂、小单体溶液，引发剂加入后，10min内

开始滴加小单体溶液，小单体溶液滴加时间为5小时，引发剂滴加时间为5.5小时；引发剂由

0.9份巯基乙酸、0.7份维c和100份水组成，小单体溶液由7份丙烯酸羟乙脂、32.8份丙烯酸

和45份水组成；

[0044] 4)滴加结束后，向体系中投入1份一水葡萄糖，保持温度恒定，熟化2.7小时，待反

应溶液温度低于30℃时，缓慢加入16份液碱缓慢加入液碱，调整pH值至5.0，并补水至溶液

总质量为1000份，搅拌均匀后，即得质量分数为40％的适用于砂浆的聚羧酸减水剂。

[0045] 实施例4

[0046] 一种适用于砂浆的聚羧酸减水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47] 1)将147份分子量3600的烯丙基聚氧乙烯醚、40份分子量为8×105、取代度为0.3

的叔胺烷基淀粉、157份分子量为5×105、取代度为0.7的羧甲基淀粉、10份丙烯酸和180份

水加入到反应釜中，搅拌使其溶解；

[0048] 2)测定釜内温度，控制釜内温度在38℃，温度稳定后，一次性加入2.7份双氧水；

[0049] 3)加入双氧水5min后，依次开始滴加引发剂、小单体溶液，引发剂加入后，10min内

开始滴加小单体溶液，小单体溶液滴加时间为4.5小时，引发剂滴加时间为5小时；引发剂由

1.2份巯基乙酸、0.8份维c和90份水组成，小单体溶液由6份质量比为1：1的丙烯酸羟乙脂与

丙烯酸羟丙酯的组合物、30.3份丙烯酸和30份水组成；

[0050] 4)滴加结束后，向体系中投入1.4份一水葡萄糖，保持温度恒定，熟化2.5小时，待

反应溶液温度低于30℃时，缓慢加入15份液碱缓慢加入液碱，调整pH值至5.0，并补水至溶

液总质量为1000份，搅拌均匀后，即得质量分数为40％的适用于砂浆的聚羧酸减水剂。

[0051] 实施例5

[0052] 一种适用于砂浆的聚羧酸减水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53] 1)将170份分子量3800的甲基烯丙基聚氧乙烯醚、31份分子量为8×105、取代度为

0.5的季铵烷基淀粉、150份分子量为8×105、取代度为0.8的羧甲基淀粉、8份丙烯酸和150

份水加入到反应釜中，搅拌使其溶解；

说　明　书 4/6 页

6

CN 108285286 B

6



[0054] 2)测定釜内温度，控制釜内温度在35℃，温度稳定后，一次性加入3份双氧水；

[0055] 3)加入双氧水5min后，依次开始滴加引发剂、小单体溶液，引发剂加入后，10min内

开始滴加小单体溶液，小单体溶液滴加时间为4小时，引发剂滴加时间为4.5小时；引发剂由

0.6份巯基乙酸、0.9份维c和80份水组成，小单体溶液由5份丙烯酸羟丙酯、28.6份丙烯酸和

30份水组成；

[0056] 4)滴加结束后，向体系中投入1.8份一水葡萄糖，保持温度恒定，熟化2.2小时，待

反应溶液温度低于30℃时，缓慢加入13份液碱缓慢加入液碱，调整pH值至5.0，并补水至溶

液总质量为1000份，搅拌均匀后，即得质量分数为40％的适用于砂浆的聚羧酸减水剂。

[0057] 实施例6

[0058] 一种适用于砂浆的聚羧酸减水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适用于断级配粗

砂的聚羧酸减水剂由以下组分制备而成：聚醚大单体、阳离子淀粉醚、阴离子淀粉醚、双氧

水、丙烯酸、烷基丙烯酸酯、一水葡萄糖、巯基乙酸、维c、液碱；制备后成品质量分数为40％，

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9] 1)将180份分子量4000的乙烯基丁基醚聚氧乙烯醚、22份质量比为1：1的分子量为

5×105、取代度为0.1的叔胺烷基淀粉与分子量为9×105、取代度为0.2的季铵烷基淀粉的组

合物、150份分子量为9×105、取代度为0.8的羧甲基淀粉、7份丙烯酸和150份水加入到反应

釜中，搅拌使其溶解；

[0060] 2)测定釜内温度，控制釜内温度在46℃的某特定温度，温度稳定后，一次性加入

3.2份双氧水；

[0061] 3)加入双氧水5min后，依次开始滴加引发剂、小单体溶液，引发剂加入后，10min内

开始滴加小单体溶液，小单体溶液滴加时间为5.2小时，引发剂滴加时间为5.7小时；引发剂

由0.8份巯基乙酸、1份维c和85份水组成，小单体溶液由7份质量比为1：1的丙烯酸羟乙脂与

丙烯酸羟丙酯的组合物、26.5份丙烯酸和38份水组成；

[0062] 4)滴加结束后，向体系中投入2份一水葡萄糖，保持温度恒定，熟化2小时，待反应

溶液温度低于30℃时，缓慢加入10份液碱缓慢加入液碱，调整pH值至5.0，并补水至溶液总

质量为1000份，搅拌均匀后，即得质量分数为40％的适用于砂浆的聚羧酸减水剂。

[0063] 将本发明实施例1-6所得的适用于砂浆的聚羧酸减水剂、市面东方雨虹砂浆减水

剂，砂浆配方为：水泥、粉煤灰、砂、水的质量比为260:110:1200:210，减水剂掺量为胶凝材

料质量的万分之五，水泥采用华新PO42.5水泥，粉煤灰为‖级粉煤灰，砂细度模数为2.4，所

得砂浆性能参数如下表所示。

[0064] 表1砂浆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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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0066] 根据上表可知，实例1-6相对市面样品，其稠度损失更小，容重更为适当，初凝时间

相对更长，以确保8h后施工性能尚佳；整体上，砂浆的和易性、粘稠性、施工开放时间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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