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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利用铁尾矿制备的多孔保温装

饰材料及其制备方法，由固体混合粉料和水混合

造粒后经微波烧结而成，包括多孔保温层和玻面

装饰层，多孔保温层中各原料所占质量百分数分

别为：铁尾矿粉75％～85％，发泡剂2％～10％，

助熔剂0.1～1％，稳泡剂0.1～9％，吸波材料1～

5％，玻面装饰层中各物料所占质量百分数分别

为：铁尾矿粉45％～75％，废玻璃粉20％～50％，

增稠剂1％～10％，膨胀剂1～5％、色泽调整材料

1～5％，吸波材料1～3％。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解决了保温材料与饰面材料分布安装所带来的

容易脱落、工艺复杂等缺点；铁尾矿利用率高达

85％以上，减排效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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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铁尾矿制备的多孔保温装饰材料，其特征在于它由固体混合粉料和水混合造粒

后经微波烧结而成，包括多孔保温层和玻面装饰层，多孔保温层中各原料所占质量百分数

分别为：铁尾矿粉75％～85％，发泡剂2％～10％，助熔剂0.1～1％，稳泡剂0.1～9％，吸波

材料1～5％，玻面装饰层中各物料所占质量百分数分别为：铁尾矿粉45％～75％，废玻璃粉

20％～50％，增稠剂1％～10％，膨胀剂1～5％、色泽调整材料1～5％，吸波材料1～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铁尾矿制备的多孔保温装饰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铁

尾矿粉由铁尾矿球磨、筛分而得，细度<100μ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铁尾矿制备的多孔保温装饰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废

玻璃粉由玻璃厂废玻璃经破碎、粉磨而得，细度<100μ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铁尾矿制备的多孔保温装饰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发

泡剂为淀粉、碳酸钙及草酸钙中的一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铁尾矿制备的多孔保温装饰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助

熔剂为碳酸钠、氟硅酸钠及乙二胺中的一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铁尾矿制备的多孔保温装饰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稳

泡剂为六偏磷酸钠、硼砂、磷酸钠、硼酸及焦磷酸钠中的一种。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铁尾矿制备的多孔保温装饰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增

稠剂为铝土矿、铝矾土、黑云母及高岭石中的一种。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铁尾矿制备的多孔保温装饰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膨

胀剂为蛭石、砂岩及膨胀粘土中的一种。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铁尾矿制备的多孔保温装饰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色

泽调整材料为氧化钴、氧化镍及二氧化锰中的一种。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铁尾矿制备的多孔保温装饰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吸波材料是金属铁微粉、石墨、炭黑及碳化硅中的一种。

11.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铁尾矿制备多孔保温装饰材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它包括

如下步骤：

1)利用球磨机将铁尾矿球磨、筛分得到细度<100μm的铁尾矿粉，同时将废玻璃破碎、粉

磨至100μm下；

2)按质量百分比铁尾矿粉75％～85％，发泡剂2％～10％，助熔剂0.1～1％，稳泡剂0.1

～9％，吸波材料1～5％的要求量取各种原料，将其用混料机混合均匀后加入干粉总质量的

12％～15％的清水喷水造粒作为多孔保温层原料；按质量百分比铁尾矿粉45％～75％，废

玻璃粉20％～50％，增稠剂1％～10％，膨胀剂1～5％、色泽调整材料1～5％，吸波材料1～

3％的要求量取各种原料，将其用混料机混合均匀后加入干粉总质量的12％～15％的清水

喷水造粒作为玻面装饰层原料；将混合均匀的多孔保温层原料以及玻面装饰层原料在封闭

的空间内陈化2d～15d，充分均化；

3)先将多孔保温层原料铺于模具中并振荡使其平整，再将玻面装饰层原料铺于多孔保

温层原料上在10～30Mp压力下压制成型，自然条件下干燥18～24h，再放入干燥箱在105～

115℃下干燥6～8h，然后放入微波炉中至700～1000℃一次烧结成型，自然冷却并脱模。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利用铁尾矿制备多孔保温装饰材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微波炉的微波辐照功率为2.45GHz±25MHz，微波煅烧时间为2.5～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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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铁尾矿制备的多孔保温装饰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材料类，具体涉及一种利用铁尾矿制备的多孔保温装饰材料及其

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钢铁工业的迅速发展，铁矿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尾矿等废弃物总量已达20亿t，

不仅堆放过程占用了大量土地，而且由于矿山尾矿多已磨至0.15mm甚至0.07mm以下，因此

将其储存于尾矿坝中或就近排入河道、山谷、低地时，常会渗流溢出，刮风扬尘，形成沙尘暴

而严重污染水源、土壤和空气，恶化周边地区的生活和生产条件，给人类生活环境带来了严

重污染和危害；同时尾矿中的有害成分以及残留的选矿药剂也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

害。铁尾矿的化学成分主要是以SiO2和Al2O3为主的氧化物，接近建筑用陶瓷材料，玻璃、砖

瓦等所需要的成分，可用于替代建筑材料中的原材料。

[0003] 随着建筑节能65％目标的提出，节能保温材料越来越受到关注，与此同时利用铁

尾矿制备保温材料也有了相当大的进展，如西安墙体材料研究院专利公开号为

CN101638918A的中国专利申请公开了一种以铁尾矿和天然原料页岩为主要原料，添加增韧

剂，助熔剂和发泡剂利用传统窑炉烧结工艺制备保温材料的方法，武汉理工大学公开号为

CN102167618A的中国专利申请公开了一种粉煤灰-铁尾矿基多孔保温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它由粉状固体废弃物、粘结剂、助熔增韧剂和复合发泡剂混合而成。上述两种方法制得的材

料虽然保温效果较好，但仍需采用各种涂料来完善其装饰效果，导致施工工艺复杂、墙面饰

面层耐久性差。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号为CN2578450Y公开了一种微晶玻

璃陶瓷玻化砖复合板材，它是先一次烧成玻化砖坯体，然后在玻化砖的表面铺设一层微晶

玻璃层进行二次烧成，使其表面具备微晶玻璃砖的效果和质量，而在内具有玻化砖的质量，

但是其并没有考虑到可能由微晶玻璃层与玻化砖层热膨胀系数不一样所带来的开裂问题，

而且这种方法采用二次烧结，工艺相对复杂。

[0004] 除了烧结类保温材料外，外墙外保温技术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到目前为止形成

了EPS板薄抹灰系统、EPS保温灰浆外保温系统、硬泡聚氨酯保温系统以及岩棉板保温系统

等比较成熟的外保温技术体系。有机外墙外保温系统虽然具有较好的保温隔热作用，但存

在很大的安全问题，主要是由于所用的保温材料为高分子聚合物，易引起外墙保温系统的

燃烧。并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有机保温材料还面临着老化的问题，容易形成大面积开裂、

脱落和起鼓。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利用铁

尾矿制备的多孔保温装饰材料及其制备方法，使该材料既具有轻质及较好的保温效果，又

具有表面光滑，有着较低的吸水率，防水装饰的效果，且在在高温下经微波煅烧、一次烧结

而成且连接紧密，无分层开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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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利用铁尾矿制备的多孔保温装饰材料，

其特征在于它由固体混合粉料和水混合造粒后经微波烧结而成，包括多孔保温层和玻面装

饰层，多孔保温层中各原料所占质量百分数分别为：铁尾矿粉75％～85％，发泡剂2％～

10％，助熔剂0.1～1％，稳泡剂0.1～9％，吸波材料1～5％，玻面装饰层中各物料所占质量

百分数分别为：铁尾矿粉45％～75％，废玻璃粉20％～50％，增稠剂1％～10％，膨胀剂1～

5％、色泽调整材料1～5％，吸波材料1～3％。

[0007] 按上述方案，所述的铁尾矿粉由铁尾矿球磨、筛分而得，细度<100μm。

[0008] 按上述方案，所述的废玻璃粉由玻璃厂废玻璃经破碎、粉磨而得，细度<100μm。

[0009] 按上述方案，所述的发泡剂为淀粉、碳酸钙及草酸钙中的一种。

[0010] 按上述方案，所述的助熔剂为碳酸钠、氟硅酸钠及乙二胺中的一种。

[0011] 按上述方案，所述的稳泡剂为六偏磷酸钠、硼砂、磷酸钠、硼酸及焦磷酸钠中的一

种。

[0012] 按上述方案，所述的增稠剂为铝土矿、铝矾土、黑云母及高岭石中的一种。

[0013] 按上述方案，所述的膨胀剂为蛭石、砂岩及膨胀粘土中的一种。

[0014] 按上述方案，所述的色泽调整材料为氧化钴、氧化镍及二氧化锰中的一种。

[0015] 按上述方案，所述的吸波材料是金属铁微粉、石墨、炭黑及碳化硅中的一种。

[0016] 利用铁尾矿制备多孔保温装饰材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它包括如下步骤：

[0017] 1)利用球磨机将铁尾矿球磨、筛分得到细度<100μm的铁尾矿粉，同时将废玻璃破

碎、粉磨至100μm下；

[0018] 2)按质量百分比铁尾矿粉75％～85％，发泡剂2％～10％，助熔剂0.1～1％，稳泡

剂0.1～9％，吸波材料1～5％的要求量取各种原料，将其用混料机混合均匀后加入干粉总

质量的12％～15％的清水喷水造粒作为多孔保温层原料；按质量百分比铁尾矿粉45％～

75％，废玻璃粉20％～50％，增稠剂1％～10％，膨胀剂1～5％、色泽调整材料1～5％，吸波

材料1～3％的要求量取各种原料，将其用混料机混合均匀后加入干粉总质量的12％～15％

的清水喷水造粒作为玻面装饰层原料；将混合均匀的多孔保温层原料以及玻面装饰层原料

在封闭的空间内陈化2d～15d，充分均化；

[0019] 3)先将多孔保温层原料铺于模具中并振荡使其平整，再将玻面装饰层原料铺于多

孔保温层原料上在10～30Mp压力下压制成型，自然条件下干燥18～24h，再放入干燥箱在

105～115℃下干燥6～8h，然后放入微波炉中至700～1000℃一次烧结成型，自然冷却并脱

模。

[0020] 按上述方案，所述微波炉的微波辐照功率为2.45GHz±25MHz，微波煅烧时间为2.5

～5h。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2] 1、本发明采用双层结构将隔热保温层和玻面装饰层合为一体，使得该材料具有保

温隔热和装饰饰面双重效果。其解决了保温材料与饰面材料分布安装所带来的容易脱落、

工艺复杂等缺点，简化了制备工艺，也起到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0023] 2、本发明采用铁尾矿为主要原料，铁尾矿利用率高达85％以上，减排效益明显，制

备过程节能环保；制备过程采用微波一次烧结成型，利用铁尾矿中天然均匀分布的吸波材

料氧化铁，有效的提高了微波吸收效率，也使得加热均匀，为获得质量稳定、性能的优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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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提供了有效工艺手段；采用微波烧结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保温层与装饰层组分

的区别，使得装饰层的烧结温度要低于保温层，若要采用常规烧结方法，装饰层就会先于保

温层烧结，造成装饰层过烧，而本方法通过加入适量的吸波材料，使得保温层中的吸波材料

小于装饰层，在微波烧结过程中，可使得保温层与装饰层能够同时达到烧结温度，避免了因

烧结温度不同而导致的开裂；

[0024] 3、本发明通过在装饰层中加入一定量的增稠剂来增加装饰层高温液相粘度，一者

使得保温层中的气体不会在表面逸出，避免了表面形成气孔，二者也能保证不会因为温度

过高而导致熔融液相坍塌，影响产品外观；

[0025] 4、本发明通过在装饰层中加入一定量的膨胀剂使得保温层与装饰层膨胀收缩一

致，避免了由此所引起的开裂问题。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由实施例1所得到产品的的多孔保温层截面形貌图；

[0027] 图2为由实施例1所得到产品的的玻面装饰层表面形貌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实施例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发明内容，此说明不会构成对本发明的限

制。

[0029] 实施例1：

[0030] 1)利用球磨机将铁尾矿球磨、筛分得到细度<100μm的铁尾矿粉，同时将废玻璃破

碎、粉磨至100μm下；

[0031] 2)将铁尾矿粉、发泡剂、助熔剂、稳泡剂、吸波材料按质量百分比为铁尾矿粉78％，

碳酸钙9％，工业级氟硅酸钠1％，工业级硼酸9％，碳化硅3％选取物料，将其用混料机混合

均匀后加入干粉总质量的13％的清水喷水造粒作为多孔保温层原料，在封闭的空间内陈化

5d；将铁尾矿粉、废玻璃粉、增稠剂、膨胀剂、色泽调整材料，吸波材料按质量百分比为铁尾

矿粉50％，废玻璃粉40％，铝土矿5％，蛭石2％，氧化钴2％，碳化硅1％选取物料，将其用混

料机混合均匀后加入干粉总质量的12％的清水喷水造粒作为玻面装饰层原料，在封闭的空

间内陈化7d；

[0032] 3)先将多孔保温层原料置于模具中，微微振实使其平整，再将玻面装饰层原料置

于多孔保温层原料上方并振实，以15Mpa压力压制成型。将压制成型的坯体自然条件下干燥

18h，再放入干燥箱在105℃下干燥6h，置于微波频率为2.45GHz的微波场中加热升温至900

℃，微波煅烧4.5h，然后缓慢降温，脱模，切割即得到密度为60Kg/m3，导热系数为0.05-

0.06W/mK，吸水率为0.10％的保温装饰材料，且由图1可以看出，产品的多孔保温层气孔较

多且均匀，质量轻且有着姣好的保温效果，由图2可以看出，产品的玻面较为平整光滑，玻面

装饰效果良好。

[0033] 实施例2：

[0034] 1)同实施例1；

[0035] 2)将铁尾矿粉、发泡剂、助熔剂、稳泡剂、吸波材料按质量百分比为铁尾矿粉80％，

碳酸钙9％，工业级乙二胺1％，工业级硼酸8％，碳化硅2％选取物料，将其用混料机混合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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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后加入干粉总质量的14％的清水喷水造粒作为多孔保温层原料，在封闭的空间内陈化

7d；将铁尾矿粉、废玻璃粉、增稠剂、膨胀剂、色泽调整材料，吸波材料按质量百分比为铁尾

矿粉60％，废玻璃粉30％，铝土矿5％，蛭石2％，氧化钴2％，碳化硅1％选取物料，将其用混

料机混合均匀后加入干粉总质量的12％的清水喷水造粒作为玻面装饰层原料，在封闭的空

间内陈化9d；

[0036] 3)先将多孔保温层原料置于模具中，微微振实使其平整，再将玻面装饰层原料置

于多孔保温层原料上方并振实，以15Mpa压力压制成型。将压制成型的坯体自然条件下干燥

20h，再放入干燥箱在105℃下干燥6h，至于微波频率为2.45GHz的微波场中加热升温至900

℃，微波煅烧4.5h，然后缓慢降温，脱模，切割即得到密度为70Kg/m3，导热系数为0.05-

0.06W/mK，吸水率为0.18％的保温装饰材料。

[0037] 实施例3：

[0038] 1)同实施例1；

[0039] 2)将铁尾矿粉、发泡剂、助熔剂、稳泡剂、吸波材料按质量百分比为铁尾矿粉82％，

碳酸钙9％，工业级乙二胺1％,工业级硼砂6％，碳化硅2％选取物料，将其用混料机混合均

匀后加入干粉总质量的15％的清水喷水造粒作为多孔保温层原料，在封闭的空间内陈化

8d；将铁尾矿粉、废玻璃粉、增稠剂、膨胀剂、色泽调整材料，吸波材料按质量百分比为铁尾

矿粉70％，废玻璃粉20％，铝土矿5％，蛭石2％，氧化钴2％，碳化硅1％选取物料，将其用混

料机混合均匀后加入干粉总质量的13％的清水喷水造粒作为玻面装饰层原料，在封闭的空

间内陈化10d；

[0040] 3)先将多孔保温层原料置于模具中，微微振实使其平整，再将玻面装饰层原料置

于多孔保温层原料上方并振实，以15Mpa压力压制成型。将压制成型的坯体自然条件下干燥

20h，再放入干燥箱在105℃下干燥7h，至于微波频率为2.45GHz的微波场中加热升温至900

℃，微波煅烧4.5h，然后缓慢降温，脱模，切割即得到密度为75Kg/m3，导热系数为0.06-

0.07W/mK，吸水率为0.21％的保温装饰材料。

[0041] 实施例4：

[0042] 1)同实施例1；

[0043] 2)将铁尾矿粉、发泡剂、助熔剂、稳泡剂、吸波材料按质量百分比为铁尾矿粉78％，

工业级草酸钙9％，工业级氟硅酸钠1％，工业级硼酸9％，炭黑3％选取物料，将其用混料机

混合均匀后加入干粉总质量的12％的清水喷水造粒作为多孔保温层原料，在封闭的空间内

陈化5d；将铁尾矿粉、废玻璃粉、增稠剂、膨胀剂、色泽调整材料，吸波材料按质量百分比为

铁尾矿粉50％，玻璃粉40％，铝矾土5％，砂岩2％，氧化镍2％，炭黑1％选取物料，将其用混

料机混合均匀后加入干粉总质量的14％的清水喷水造粒作为玻面装饰层原料，在封闭的空

间内陈化7d；

[0044] 3)先将多孔保温层原料置于模具中，微微振实使其平整，再将玻面装饰层原料置

于多孔保温层原料上方并振实，以15Mpa压力压制成型。将压制成型的坯体自然条件下干燥

18h，再放入干燥箱在115℃下干燥8h，至于微波频率为2.45GHz的微波场中加热升温至800

℃，微波煅烧3.5h，然后缓慢降温，脱模，切割即得到密度为60Kg/m3，导热系数为0.05-

0.06W/mK，吸水率为0.12％的保温装饰材料。

[0045] 实施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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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1)同实施例1；

[0047] 2)将铁尾矿粉、发泡剂、助熔剂、稳泡剂、吸波材料按质量百分比为铁尾矿粉80％，

工业级草酸钙9％，工业级氟硅酸钠1％，工业级磷酸钠8％，炭黑2％选取物料，将其用混料

机混合均匀后加入干粉总质量的13％的清水喷水造粒作为多孔保温层原料，在封闭的空间

内陈化10d；将铁尾矿粉、废玻璃粉、增稠剂、膨胀剂、色泽调整材料，吸波材料按质量百分比

为铁尾矿粉60％，玻璃粉30％，铝矾土5％，砂岩2％，氧化镍2％，炭黑1％选取物料，将其用

混料机混合均匀后加入干粉总质量的15％的清水喷水造粒作为玻面装饰层原料，在封闭的

空间内陈化12d；

[0048] 3)先将多孔保温层原料置于模具中，微微振实使其平整，再将玻面装饰层原料置

于多孔保温层原料上方并振实，以15Mpa压力压制成型。将压制成型的坯体自然条件下干燥

24h，再放入干燥箱在105℃下干燥8h，至于微波频率为2.45GHz的微波场中加热升温至800

℃，微波煅烧3.5h，然后缓慢降温，脱模，切割即得到密度为70Kg/m3，导热系数为0.05-

0.06W/mK，吸水率为0.18％的保温装饰材料。

[0049] 实施例6：

[0050] 1)同实施例1；

[0051] 2)将铁尾矿粉、发泡剂、助熔剂、稳泡剂、吸波材料按质量百分比为铁尾矿粉82％，

工业级草酸钙9％，工业级氟硅酸钠1％,工业级硼酸6％，炭黑2％选取物料，将其用混料机

混合均匀后加入干粉总质量的13％的清水喷水造粒作为多孔保温层原料，在封闭的空间内

陈化5d；将铁尾矿粉、废玻璃粉、增稠剂、膨胀剂、色泽调整材料，吸波材料按质量百分比为

铁尾矿粉70％，玻璃粉20％，铝矾土6％，砂岩1.5％，氧化镍1.5％，炭黑1％选取物料，将其

用混料机混合均匀后加入干粉总质量的13％的清水喷水造粒作为玻面装饰层原料，在封闭

的空间内陈化8d；

[0052] 3)先将多孔保温层原料置于模具中，微微振实使其平整，再将玻面装饰层原料置

于多孔保温层原料上方并振实，以15Mpa压力压制成型。将压制成型的坯体自然条件下干燥

20h，再放入干燥箱在110℃下干燥8h，至于微波频率为2.45GHz的微波场中加热升温至800

℃，微波煅烧3.5h，然后缓慢降温，脱模，切割即得到密度为78Kg/m3，导热系数为0.06-

0.07W/mK，吸水率为0.22％的保温装饰材料。

[0053] 实施例7：

[0054] 1)同实施例1；

[0055] 2)将铁尾矿粉、发泡剂、助熔剂、稳泡剂、吸波材料按质量百分比为铁尾矿粉78％，

淀粉9％，工业乙二胺1％，工业级磷酸钠9％，石墨3％选取物料，将其用混料机混合均匀后

加入干粉总质量的12％的清水喷水造粒作为多孔保温层原料，在封闭的空间内陈化6d；将

铁尾矿粉、废玻璃粉、增稠剂、膨胀剂、色泽调整材料，吸波材料按质量百分比为铁尾矿粉

50％，玻璃粉40％，铝矾土5％，膨胀粘土2％，二氧化锰2％，石墨1％选取物料，将其用混料

机混合均匀后加入干粉总质量的13％的清水喷水造粒作为玻面装饰层原料，在封闭的空间

内陈化9d；

[0056] 3)先将多孔保温层原料置于模具中，微微振实使其平整，再将玻面装饰层原料置

于多孔保温层原料上方并振实，以15Mpa压力压制成型。将压制成型的坯体自然条件下干燥

18h，再放入干燥箱在105℃下干燥8h，至于微波频率为2.45GHz的微波场中加热升温至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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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煅烧2.5h，然后缓慢降温，脱模，切割即得到密度为60Kg/m3，导热系数为0.05-

0.06W/mK，吸水率为0.11％的保温装饰材料。

[0057] 实施例8：

[0058] 1)同实施例1；

[0059] 2)将铁尾矿粉、发泡剂、助熔剂、稳泡剂、吸波材料按质量百分比为铁尾矿粉80％，

工业级草酸钙9％，工业级氟硅酸钠1％，工业级六偏磷酸纳8％，碳化硅2％选取物料，将其

用混料机混合均匀后加入干粉总质量的13％的清水喷水造粒作为多孔保温层原料，在封闭

的空间内陈化7d；将铁尾矿粉、废玻璃粉、增稠剂、膨胀剂、色泽调整材料，吸波材料按质量

百分比为铁尾矿粉60％，玻璃粉30％，铝土矿5％，膨胀粘土2％，二氧化锰2％，碳化硅1％选

取物料，将其用混料机混合均匀后加入干粉总质量的12％的清水喷水造粒作为玻面装饰层

原料，在封闭的空间内陈化9d；

[0060] 3)先将多孔保温层原料置于模具中，微微振实使其平整，再将玻面装饰层原料置

于多孔保温层原料上方并振实，以15Mpa压力压制成型。将压制成型的坯体自然条件下干燥

18h，再放入干燥箱在105℃下干燥8h，至于微波频率为2.45GHz的微波场中加热升温至750

℃，微波煅烧2.5h，然后缓慢降温，脱模，切割即得到密度为70Kg/m3，导热系数为0.05-

0.06W/mK，吸水率为0.17％的保温装饰材料。

[0061] 实施例9：

[0062] 1)同实施例1；

[0063] 2)将铁尾矿粉、发泡剂、助熔剂、稳泡剂、吸波材料按质量百分比为铁尾矿粉82％，

工业级草酸钙9％，碳酸钠1％，工业级六偏磷酸纳6％，炭黑2％选取物料，将其用混料机混

合均匀后加入干粉总质量的15％的清水喷水造粒作为多孔保温层原料，在封闭的空间内陈

化12d；将铁尾矿粉、废玻璃粉、增稠剂、膨胀剂、色泽调整材料，吸波材料按质量百分比为铁

尾矿粉70％，玻璃粉20％，黑云母5％，膨胀粘土2％，二氧化锰2％，炭黑1％选取物料，将其

用混料机混合均匀后加入干粉总质量的13％的清水喷水造粒作为玻面装饰层原料，在封闭

的空间内陈化8d；

[0064] 3)先将多孔保温层原料置于模具中，微微振实使其平整，再将玻面装饰层原料置

于多孔保温层原料上方并振实，以15Mpa压力压制成型。将压制成型的坯体自然条件下干燥

20h，再放入干燥箱在110℃下干燥8h，至于微波频率为2.45GHz的微波场中加热升温至750

℃，微波煅烧2.5h，然后缓慢降温，脱模，切割即得到密度为75Kg/m3，导热系数为0.06-

0.07W/mK，吸水率为0.23％的保温装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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