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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体粒子表面改性及其对水泥水化的影响
蒋凌飞，卢子臣，孔祥明，蔡 熠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建筑材料所，北京 100084)
摘

要：通过乳液聚合制备了表面性质不同的两种阴离子乳液，即 C4 与 CT 乳液。C4 乳液在制备过程中通过共聚甲基丙烯

酸(MAA)使其中聚合物乳液粒子表面带负电荷，而 CT 乳液不仅共聚相同量的 MAA 单体，同时在合成中通过共聚异戊烯聚
氧乙烯醚(TPEG)，在乳液粒子表面引入非离子聚氧乙烯(PEO)毛梳层。通过水化热测试、颗粒表面电荷滴定、钙离子电极测
试、等温吸附测试等实验探讨了两种乳液对水泥水化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表明：与 C4 乳液相比，表面含非离子 PEO
毛梳层的 CT 乳液对水泥水化的抑制作用明显减弱。电荷密度滴定及钙离子电极测试表明聚合物乳液粒子表面毛梳层不会降
低羧基官能团对钙离子的络合能力。吸附量测试结果表明非离子 PEO 毛梳层的引入显著降低了聚合物乳液粒子在水泥颗粒
表面的吸附量，同时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直观观测证实了吸附量测试结果。因此两种乳液粒子在水泥颗粒表面吸附性能的差异
是导致其对水泥水化不同影响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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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face Modification of Colloidal Polymer Particles and Its Effect on Cement Hyd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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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of Building Materials,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wo types of anionic styrene-acrylate (SA) polymer latexes, C4 and CT, with different surface modifications were
synthesized through emulsion polymerization. The negative charges of the colloidal particles of the two latexes originate from the
copolymerized meth acrylic acid (MAA) in the polymer. Despite the same anionic charges, the surface of the colloidal particles in CT
latex is coated by polyethylene oxide (PEO) hairy layer due to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polyethylene glycol macro-monomer (TPEG).
The impact of the obtained latexes on the kinetics of cement hydration, and the corresponding mechanism were investigated by
isothermal calorimetry, specific surface charge density measurement and calcium ion selective electrode,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rface modification of the colloidal particles by forming a PEO hairy layer can effectively minimize the retardation
effect of polymer latexes on the cement hydration. In addition, the hairy surface in CT does not hinder the complexation of carboxyl
group with Ca2+. The adsorption amount of two polymer latexes on cement grains indicates that the hairy surface of colloidal particles
can reduce the adsorption amount of polymer on the surface of cement grains, which is well agreement with the result by confocal
laser observation. Hence, different adsorption behaviors of CT and C4 latexes are due to their different impacts on the cement
hyd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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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物乳液作为一种重要化学功能材料，具有
提高硬化水泥石韧性，增强水泥石抗开裂、抗渗性
能等诸多优点[1–4]。然而，聚合物乳液的加入会显著
影响水泥水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延缓水泥水化[5]，
进而影响水泥基材料的硬化与强度增长。因此如何
解决聚合物乳液的缓凝问题对于扩展聚合物乳液的
应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工程意义。
聚合物乳液是一类聚合物以纳米或微米尺寸的
颗粒稳定分散在水相中的均匀分散体系。
常用于水泥
基材料改性的聚合物乳液主要有丁苯胶乳(SBR)、苯
丙乳液(SA)、
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EVA)乳液或其
可再分散胶粉等几种[5]。目前对于有机聚合物延缓水
泥水化的机理解释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1) 吸附作
用，
乳液聚合物通过静电作用或钙离子的桥接作用吸
附在水泥颗粒表面，
阻止水泥矿物溶解扩散或毒化水
化产物成核位点，进而延缓水泥水化；2) 液相络合
作用，
有机物所含羧基通过络合作用结合溶液中二价
钙离子，降低液相中钙离子浓度，从而降低了孔溶液
中的离子过饱和度，
进而延缓了水化产物的成核和生
[6–7]
长 。在前期研究中，已经证实相较于乳液的聚合
物种类及其主要化学组成，
聚合物乳液粒子表面的荷
电性质是决定其与水泥相互作用的决定性因素[8–9]。
一方面，
聚合物乳液粒子可以通过静电作用吸附在带
有相反电荷的水泥矿物表面上；另一方面，聚合物乳
液粒子表面的羧基官能团也可通过与钙离子的络合
作用使其吸附在水泥颗粒表面，
进而造成对水泥水化
的缓凝效果。因此通过调控乳液粒子表面性质，来改
变其与水泥颗粒的相互作用，
是改善乳液聚合物对水
泥水化抑制作用最直接的途径。
通过乳液聚合的方式合成了两种带有相同羧基

T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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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荷量但进行不同表面修饰的苯丙乳液，即 C4 乳
液和 CT 乳液。C4 乳液在合成中通过共聚甲基丙烯
酸在乳液粒子表面引入羧基官能团，而 CT 乳液在
相同羧基含量的基础上，同时共聚异戊烯聚氧乙烯
醚(TPEG)，在聚合物乳液粒子表面引入非离子毛梳
状(PEO)长链层，其示意图如图 1 所示。通过等温量
热仪测试两种乳液对水泥水化的影响。通过胶体粒
子表面电荷滴定、钙离子电极测试和吸附量测试等
实验，探讨了不同表面修饰的聚合物乳液对水泥水
化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

Fig. 1

图 1 合成乳液聚合物示意图
Schematic drawing of the synthesized polymers

1 实验
1.1

原料
苯乙烯(St)、丙烯酸丁酯(BA)、甲基丙烯酸
(MAA)、过硫酸钠(SPS)、2-丙烯酰胺-2-甲基丙烯磺
酸钠(AMPS)均为分析纯。分子量为 2 400 的异戊烯
聚氧乙烯醚(TPEG)，由辽宁科隆精细化工公司提
供。乳化剂 MS-1 与 OP-10 由海安石油化工公司提
供。实验用水均为去离子水。
所用水泥为符合国标 GB8076-2008 的 P·I 42.5
基准水泥，水泥熟料化学与矿物组成如表 1 所示。

表 1 基准水泥熟料化学矿物组成
Chemical and mineral composition of cement

w/%

Chemical composition

Mineral composition

CaO

SiO2

Fe2O3

Al2O3

SO3

MgO

Na2Oeq

f-CaO

LOI

C3S

C2S

C3A

C4AF

64.90

21.68

3.70

4.80

0.29

2.8

0.56

0.93

0.38

57.34

18.90

6.47

11.25

w—is mass fraction.

1.2

乳液合成与表征
按表 2 所示配比合成两种苯丙乳液 C4 与 CT，
其中 C4 乳液只共聚 MAA 一种水溶性单体，而 CT
乳液则共聚 MAA 与 TPEG 两种水溶性单体。其制备
工艺为：首先将 4.0 g MS-1，1.7 g OP-10 与 118.9 g
去离子水放入三口烧瓶中，水浴加热到 90 ℃。然后
分别滴加引发剂溶液(将 1.17 g SPS 溶于 165.65 g 水
中)与单体乳化液(将总质量为 208.3 g 的反应单体与

3.9 g MS-1，1.67 g OP-10，89.57 g 水高速搅拌均匀
制成)，滴加时间分别为 3.5 h 与 4 h。滴加完成后在
90 ℃保温 0.5 h 以使反应充分，然后冷却到室温过
滤，得到浓度为 40%的乳液。
由乳液聚合基础知识可知[5]，亲水单体共聚链
会在乳液胶体粒子表面富集并伸展向水中，因此所
得 C4 乳液粒子表面富集 MAA 链段，呈阴离子性；
而 CT 乳液粒子表面则富集 MAA 链段和 TPEG 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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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y)测试合成乳液在质量浓度为 0.1%时在不
同 pH 条件下的乳液粒子表面电荷密度。为测试两
种乳液颗粒表面络合钙离子能力的差异，采用相同
方法测试乳液在 pH=12 的钙离子浓度为 25 mmol/L
的氯化钙溶液(用 1.0 M NaOH 溶液调节 pH 值至 12)
中电荷密度。具体测试原理与操作过程参看文献[10]。
1.3.3 钙离子络合测试
由于水泥浆孔溶液 pH
值通常为 12~13，
其中钙离子浓度约为 20 mmol/L[11]，
因此本研究采用钙离子选择性电极(ISE, Mettler
Toledo (perfect ION))测试 pH=12 下钙离子初始浓度
为 20 mmol/L 的硝酸钙溶液(用 1.0 M NaOH 溶液调
节 pH 值至 12)中钙离子浓度随乳液加入的变化规
律，来进一步验证两种乳液络合钙离子能力的差异。
具体操作过程为称取硝酸钙溶液 50 g，取 30 g 稀释
为固含量 25%的聚合物乳液，逐滴加入到硝酸钙溶
液中，记录乳液滴加过程中钙离子浓度的变化趋势。

段，TPEG 的共聚使乳液颗粒表面带有非离子毛梳
状 PEO 长链，如示意图 1 所示。所得乳液的基本物
理参数如表 2 所示。其中固含量通过烘干至恒重的
方法测得；乳液粒径根据光散射原理采用 Malvern
Zetasizer 3000hs (UK)测得；玻璃化转变温度(Tg)通
过示差扫描量热仪(DSC Q2000, TA instruments®,
USA)测得；乳液粒子表面带电量通过颗粒表面电荷
滴 定 仪 (PCD 05 ， MÜtek Analytic, Herrsching,
Germany)滴定而得。
1.3 方法
1.3.1 水 化 热
采 用 TAM air 微 量 热 仪
(Thermometric AB, Sweden)测试空白水泥浆与含有
乳液水泥浆的水化放热。测试温度为 25 ℃，水灰比
为 0.41，乳液折固掺量为水泥质量的 12%。
1.3.2 颗粒表面电荷密度滴定
采用颗粒表面电
荷 滴 定 仪 (PCD 05 ， MÜtek Analytic, Herrsching,
Table 2

表 2 合成乳液物理参数
Physical parameters of the synthesized latexes

Monomer combination aw/%
Latexes

a

Charge density/(μeq·g–1)
Solid content/%

Particle diameter /nm

PDI

Tg /℃

pH

St

BA

MAA

TPEG

C4

34

62

4

0

40.0

218

0.03

–5.0

CT

32

62

4

2

40.0

213

0.09

–5.0

pH=7

pH=12

5.1

–150

–328

4.7

–142

–346

The amount of the water soluble monomers is counted by its mass fraction in the total amount of monomers.

1.3.4 吸附量测试
通过测量新拌水泥净浆离心
后除去水泥颗粒的液体中聚合物固含量的方法来测
试乳液在水泥颗粒表面的吸附量[8]。取 50 g 水泥，
在水灰比为 0.41 条件下高速搅拌 2 min，密封静置
3 min 后倒入离心管中，在 4 500 r/min 下离心 5 min。
取上部液体通过 0.45 μm 滤器过滤。测试上部液体
固含量。由于 10 min 中内水泥水化基本可以忽
略[12–13]，因此可以假设水泥浆中自由水的含量没有
变化。由此通过离心液体中聚合物固含与实际添加
聚合物量可计算得出被水泥颗粒吸附的乳液聚合物
质量。此时需注意离心所得上部液体中不仅包括未
被吸附的乳液聚合物，还包括水泥矿物溶解到液相
中的各种离子，此处假设乳液的加入没有影响水泥
矿物相的初始溶解过程。因此在计算上部离心液体
中乳液聚合物含量时，需将实测上部液体的固含量
减去空白样品孔溶液的固含量。
1.3.5 激光共聚焦显微观察
按文献[8]所述方法对乳液聚合物与水进行分
别染色标记。其中采用油溶性尼罗红(百灵威化学试
剂有限公司提供)来标记乳液聚合物，采用水溶性荧

光钠盐(百灵威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提供)标记水相。
取 5 g 水泥，按水灰比为 0.41，乳液聚合物折固掺
量为 10%配制水泥浆，搅拌均匀后取一滴水泥浆滴
在载玻片上，用盖玻片密封，通过倒置激光共聚焦
显微镜(LSM710META, Carl Zeiss Jena, Germany)对
其进行观测。观测选用物镜为油镜(63×, 1.32 NA)，
激发光波长分别为 488 nm 和 568 nm。被水溶性荧光
钠盐标记的水在 488 nm 波长的激发光下显示绿色，
被油溶性尼罗红标记的乳液聚合物在 568 nm 波长激
发光下显示红色。这样，可以通过光学显微镜直接区
分聚合物、水及水泥颗粒在水泥浆体中的分布。

2 结果
2.1

水化热
不同乳液聚合物对水泥水化影响如图 2 所示。
与空白相比，两种乳液的加入均会延长水泥水化诱
导期，显著降低峰值放热速率，降低相同时间内产
生的总放热量，这与文献[8]所述结果一致。同时，
与 C4 乳液对比，CT 乳液粒子虽然具有更高的表面
电荷密度(如表 2 所示)，但其对水泥水化的缓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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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却显著弱于 C4 乳液。表明除却颗粒表面带电情
况，颗粒表面的非离子毛梳层的存在对水泥水化也
会产生影响。如前文所述，聚合物对水泥水化的影
响可以归结为聚合物在水泥颗粒表面的吸附与聚合
物与水泥浆液相中钙离子的络合作用。既然两种作
用均可能影响水泥水化过程，那么聚合物乳液粒子
表面 PEO 长链的引入究竟通过何种机理改变乳液
对水泥水化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分析。

CT 乳液中聚合物乳液粒子表面 PEO 长链的引入并
没有阻碍 CT 乳液粒子表面羧基与钙离子的络合作
用，实验结果证实胶体粒子表面的 PEO 毛梳层对羧
基与钙离子的络合作用没有影响。

Fig. 3

(a) Differential heat flow

2017 年

图 3 两种乳液粒子在不同条件下的电荷密度
Charge densities of two types of latex particles s under
different ion strength conditions

2.3

钙离子络合测试
为进一步证明上述结论，采用钙离子选择性电
极测试氯化钙溶液中钙离子浓度随乳液加入的变化
趋势。结果如图 4 所示。

(b) Cumulative heat flow
图 2 两种聚合物在折固掺量为 12%时对水泥水化的影响
Fig. 2 Calorimetry curves of the cement paste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latexes at dosages of 12% bwoc at 25 ℃

2.2 乳液粒子表面电荷密度
通过颗粒表面电荷滴定实验测试两种聚合物乳
液粒子在碱性条件下的电荷密度及在乳液中加入钙
离子后(浓度 25 mmol/L)乳液颗粒表面电荷密度变
化，以探讨不同表面修饰对乳液粒子表面羧基络合
钙离子的影响。结果如图 3 所示。
如图 3 所示，与在 pH=12 的条件下不加钙离子
相比，两种聚合物乳液粒子的表面电荷密度在加入
钙离子后显著降低，证明一方面乳液颗粒表面羧基
具有强烈的络合液相中的钙离子的能力，进而降低
了颗粒表面电荷密度。另一方面，与 C4 乳液相比，

图 4 氯化钙溶液中游离钙离子浓度随乳液加入的变化
Fig. 4 Change of free calcium ion concentration in CaCl2
solution along with the addition of latexes

由图 4 可见，当滴加纯水时，由于水的稀释作
用，氯化钙溶液中钙离子浓度随水质量的增加而逐
渐降低。而滴加乳液时，溶液中的钙离子浓度显著
降低，滴加结束时溶液中钙离子浓度已经接近零。
结果表明，在氯化钙溶液中加入乳液后，由于乳液
粒子表面的羧基有很强的络合钙离子能力，从而迅
速结合溶液中的钙离子，使其浓度急剧下降。通过
两种乳液的对比发现，随着乳液的滴加，溶液中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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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浓度下降趋势基本相同，说明 PEO 毛梳层并不
能阻止或降低胶体粒子表面羧基与钙离子的络合。
因此，该实验直接证实 CT 乳液中引入 PEO 毛梳层
对胶体粒子表面羧基与钙离子的络合作用没有影
响，并进一步表明乳液与钙离子的络合作用不是导
致 CT 乳液极大减缓对水泥水化抑制作用的原因。
2.4 吸附量测试
排除络合作用后，文章测试了 C4 和 CT 两种乳
液在水泥颗粒表面的吸附量差异(如图 5 所示)，以期
理解导致两种乳液抑制水泥水化程度不同的原因。
由图 5 可见，两种乳液聚合物吸附量均先随乳
液聚合物掺量的增加而增大，至一定程度后达到饱
和吸附量。但对比两种乳液可以发现，CT 的乳液的
饱和吸附量(每克水泥饱和吸附 0.04 g 乳液聚合物)
显著低于 C4 乳液(每克水泥饱和吸附 0.06 g 乳液聚

Fi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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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表明 PEO 毛梳层的引入显著降低了 CT 乳液
在水泥颗粒表面的吸附。

Fig. 5

图 5 两种乳液聚合物在水泥颗粒表面吸附量
Adsorption amount of the latexes on surface of cement
grains

图 6 含两种乳液水泥浆激光共聚焦显微图像
Confocal images of the cement pastes with the addition of latexes

通过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直接观测乳液聚合物在
水泥颗粒表面的吸附，结果如图 6 所示。由于入射光
波长的不同，图 6a 中，如白圈标记出的黑色区域是
未做任何标记的水泥颗粒，
其周围红色区域是被尼罗
红标记的聚合物；图 6b 中如白圈标记出的黑色区域
是未做任何标记的水泥颗粒，
其周围绿色区域代表被
荧光钠盐标记的水；图 6c 为图 6a 和图 6b 的叠加。
因此，通过图 6c 中液相的颜色可以判断液相中聚合
物的浓度。颜色越接近于红色，则表明液相中的聚合

物浓度越高；越接近于绿色，则表明液相中聚合物浓
度越低。由图 6 可见，在含 C4 乳液水泥浆中，水泥
颗粒表面存在明显红色包裹层，说明 C4 乳液聚合物
吸附在水泥颗粒表面。而在含 CT 乳液水泥浆中，CT
乳液聚合物良好的分散在水泥浆液相中。比较图 6c
可以看出，含 CT 乳液水泥浆液相红色(如标记 2 所
示)明显深于含 C4 乳液水泥浆(如标记 1 所示)，进一
步说明 C4 乳液聚合物在水泥颗粒表面的吸附量要高
于 CT 乳液聚合物，这与图 5 所示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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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综上所述，由胶体粒子表面电荷滴定及钙离子
电极实验可知，聚合物乳液粒子表面引入 PEO 毛梳
层并不阻碍或降低聚合物粒子表面羧基与液相中钙
离子的络合能力，因此络合作用不是导致两种乳液
对水泥水化不同影响的原因。从吸附量数据及激光
共聚焦观测可以看出，聚合物乳液粒子表面 PEO 毛
梳层的引入显著降低了聚合物乳液粒子在水泥颗粒
表面的吸附能力，从而导致 CT 乳液对水泥水化的
抑制作用明显减小，其机理示意图如图 7 所示。C4
乳液粒子由于与水泥颗粒矿物表面之间的静电相互
作用及乳液粒子表面羧基与水泥颗粒表面钙离子的
络合作用，导致 C4 乳液粒子在水泥矿物表面大量
吸附，形成的聚合物覆盖层阻碍了水泥矿物相的溶
解与水泥水化产物在水泥颗粒表面的成核生长，进
而导致水泥水化过程遭到抑制。对于含 CT 乳液水
泥浆，虽然聚合物乳液粒子表面羧基可以络合液相
中的钙离子，但由于 CT 乳液粒子表面非离子 PEO
毛梳层的空间位阻作用，降低了其在水泥颗粒表面
的吸附。因此，相较于 C4 乳液，其对水泥矿物相
的溶解及水化产物在水泥颗粒表面成核生长的抑制
作用较弱，进而表现为较小的抑制水泥水化的作用。

2017 年

饰的乳液聚合物对水泥水化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
基于如上实验结果，得到结论如下：
1) 胶体粒子表面含有大量羧基的阴离子乳液
对水泥水化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在胶体粒子表面引
入 PEO 毛梳层，可以显著降低这种抑制作用。2) 颗
粒表面电荷滴定与钙离子电极测试显示在聚合物乳
液粒子表面引入 PEO 毛梳层并没有阻碍聚合物乳
液粒子表面羧基与钙离子的络合作用。3) 吸附量测
试结果表明聚合物乳液粒子表面 PEO 毛梳层可以
显著降低乳液粒子在水泥颗粒表面的吸附量。同时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直观观测结果也证实上述结论。
进一步指出吸附作用是乳液聚合物与水泥相互作用
的重要一环，而对聚合物乳液粒子表面改性是调整
乳液粒子吸附性能的一种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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