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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材料与施工

吸水自膨胀聚氨酯弹性体的合成与制备
赵献增，朱靖，王冬梅，张文楠，李天仚
（河南省精细化工重点实验室，河南 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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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三官能度的聚氧化丙烯醚醇、聚乙二醇，合成了吸水膨胀率在 ’()’’* 的聚氨酯弹性体。探讨了游
离— +,-、聚醚多元醇种类及分子量、氧化乙烯醚（
.-）与氧化丙烯醚（/-）链节比、扩链剂对聚氨酯弹性体吸水膨
胀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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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水膨胀聚氨酯弹性体是一种新型功能型高分子材料，
它在保持橡胶高弹性的同时具有快速吸水和保水的性能，从
而起到吸水膨胀止水的目的 !"#$%。被广泛应用于房屋修建、水
坝修筑、隧道建造、自来水输送管道等防渗水、漏水工程中 !&%。
本文采用三官能度聚氧化丙烯醚醇、聚乙二醇，合 成 了
吸水膨胀率为 ’()’’*的聚氨酯弹性体。探讨了游离— +,-、

却至 &9(9’ < ，加入配方量的甲苯二异氰酸酯，逐步升温至
7)(79 <，反应 ) = 后抽真空脱气。取出反应物备用。
"0)0) 弹性体成型
称取一定量的预聚体，加入配方量的扩链剂（" ，&# 丁 二
醇 、丙 三 醇 ）和 适 量 催 化 剂 二 月 桂 酸 二 丁 基 锡 ，快 速 混 合 均

聚醚多元醇种类及其分子量、氧化乙烯醚（.-）与氧化丙烯醚

匀，注入直径为 )’ :: 圆柱形模具内，在平板硫化机上加压
并加热至 "’’ <成型。

（/-）链节比、扩链剂等对聚氨酯弹性体吸水膨胀率的影响。

"0$

"
"0"

实验部分
主要原材料
聚氧化丙烯醚醇（!12$’’’ ，"2$ ），常州合成材料厂生产，

工业品；聚乙二醇（/.3）（!12&’’(&’’’ ，"2) ），河北省邢台科
王助剂有限公司生产，工业品；甲苯二异氰酸酯（456），7’ 8 )’ ，
德国拜耳公司生产，工业品；"，& 丁二醇，宜兴试剂一厂生产，
分析纯；丙三醇，洛阳化学试剂厂生产，化学纯；二月桂酸二
丁基锡，北京化工二厂生产，化学纯。

"0) 吸水膨胀弹性体的制备
"0)0" 聚氨酯预聚体合成
将配方量的聚氧化丙烯醚醇、聚乙二醇置于 )9’ :; 四
口烧瓶内，加热至 "’’(""’ < ，真空脱水、脱气 "("09 = 后冷

吸水体积膨胀率测定

截取 )’ :: 试样，放入已装有一定体积水的量筒中（以
量筒内水能淹没试样为准），测定样品体积。取出样品放入已
恒温至 )9 <的水中，7 = 后同前测定吸水后样品的体积。
样品的体积膨胀率 !# 按下式计算：

!#2（# &## $）8 （# )## "）>"’’*
式中：# "—样品吸水前量筒内水的体积，::$；
# )—样品吸水前量筒内放入试样后的体积，::$；
# $—样品吸水后量筒内水的体积，::$；
# &—样品吸水后量筒内放入试样后的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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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预聚体中游离—+,- 含量对吸水膨胀率的影响
图 " 表示了在相同多元醇含量条件下，吸水膨胀率随预

聚体中游离— +,- 基团含量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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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聚体中游离— +,- 基团愈多，扩链后得到的弹性体分子
链中硬段含量愈高，硬段含量的增加，阻碍了弹性体中亲水
基团对水的进一步吸收，使吸水膨胀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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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链剂对聚氨酯弹性体的吸水膨胀率影响见图 +。从图 +
可以看出，采用 !，+6丁二醇和丙三醇作为扩链剂时，扩链剂中
随着丙三醇量的增加，材料的吸水膨胀率也相应降低。从高分
子的结构分析，材料要具有吸水膨胀性，除了分子链中含有亲
水性基团外，还需有适度的交联形成三维网络结构。水与高分
子表面接触时，有 . 种作用促使其吸水膨胀：一是水分子与高
分子链中的氧原子作用形成氢键；二是高分子内部的三维网
图!

游离— "#$ 含量与聚氨酯弹性体吸水膨胀率的关系
%$ & ’$()* & +* ；!’%,(!-**

实验中发现，随着预聚体中游离— "#$ 基团含量的增
加，扩链后弹性体机械强度得到提高，预聚体的存放期也相

络结构吸收部分自由水7-8。本文中采用的聚氧化丙烯醚醇官能
度为 5，采用 !，+6 丁二醇作扩链剂时，交联度适当，当扩链剂
中含有丙三醇时，交联度过大，网络单元减小，分子链中储存
自由水的能力降低，表现为材料的吸水膨胀率减小。

应延长。
聚乙二醇分子量对吸水膨胀率的影响

./.

聚氨酯的吸水膨胀性主要与分子链中—#0.—#0.—$—
（%$）亲水性基团有关，因此，含有 %$ 链节的聚乙二醇分子量
将影响材料的吸水膨胀性能。从图 . 中可以看出，在相同—"#$
含量的条件下，材料的吸水膨胀性能随着聚乙二醇分子量的增

图+

扩链剂中丙三醇量对聚氨酯弹性体吸水膨胀率的影响

加而升高，聚乙二醇分子量在 +**1.*** 内，材料的吸水膨胀率
增加较快；分子量超过 .*** 时，吸水膨胀率增加比较缓慢。

%$ & ’$()* & +* ；!’%,(!-** ；游离—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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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采用聚乙二醇和三官能度的聚氧化丙烯 醚 醇 合 成 的 聚
氨酯弹性体具有吸水膨胀性，改变聚乙二醇与聚氧化丙烯醚
醇的比例，能够合成出吸水膨胀率在 *1.**4 的吸水膨胀聚
氨酯材料。
（! ）乙二醇分子量愈高，合成的聚氨酯弹 性 体 吸 水 膨 胀
图.

聚乙二醇分子量对聚氨酯弹性体吸水膨胀率的影响

率愈大。合适的分子量为 !***1.*** 。
（. ）合成的聚氨酯的吸水膨胀率与分子链中 %$ 链节数

%$ & ’$()* & +* ；— "#$(2/34

%$ & ’$ 链节比对吸水膨胀率的影响
相同—"#$ & —$0 时，改变预聚体中—#0（#05）—#0.—
$—（’$）与—#0.—#0.—$—（%$）比例，所得材料的吸水膨胀
率变化见图 5。从图 5 可以看出，随着分子链中 %$ 比例增加，
材料的吸水膨胀率也随之增大。这是由于 ’$ 基团中含有侧甲
./5

量成正比。合适的 %$ & ’$ 比例为 2* & .*1.* & 2* 。
（5 ）材料的吸水膨胀率与预聚体中的游离 6"#$ 含量成
反比。合适的游离— "#$ 含量为 -41!.4。
（+）聚醚多元醇的官能度大于 5 时，采用 ! ，+6丁二醇，能
得到吸水膨胀率更高的聚氨酯弹性体。

基，它的位阻效应减弱了醚基与水分子的相互作用，使聚氨酯
分子链与水形成的氢键数量减少，因此，材料的吸水膨胀率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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