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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大空心率超高韧性水泥基

墙板，由高韧性水泥基复合材料通过注浆挤压成

型；该高韧性水泥基复合材料由以下重量份的组

分组成：水泥450～650份、矿物掺合料450～650

份、调凝剂30～60份、超细微粉50～90份、多孔材

料50～80份、纤维20～30份、纤维素醚0～0.3份、

外加剂4～12份、水280～350份、细集料400～700

份。所述组分中采用调凝技术，通过复配调凝剂

调节其凝结时间，同时激发掺合料活性，提升硬

化体力学性能。通过调整横断面孔结构形式、外

形尺寸制备不同规格大空心率超高韧性水泥基

墙板，在满足力学性能和节能保温的前提下，墙

板空心率可在65％～85％范围内任意调整和实

现。本发明制备的空心率超过65％大空心率超高

韧性水泥基墙板，具有高韧性、高强度、高耐久性

的特性，能大幅度降低建筑结构的自重和体积，

提高建筑保温隔热性，并降低建筑成本。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1页

CN 110776334 B

2022.04.29

CN
 1
10
77
63
34
 B



1.一种大空心率超高韧性水泥基墙板，其特征在于，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水泥

450‑650份、矿物掺合料450‑650份、调凝剂30‑60份、超细微粉50‑90份、多孔材料50‑80份、

纤维20‑30份、保水增稠材料0‑0.3份、外加剂4‑12份、水280‑350份、细集料400‑700份；

所述大空心率是通过在墙板空腔内设置不同的肋以及调整横断面孔结构形式、外形尺

寸来实现，墙板空心率为65％～85％；

所述多孔材料为稻壳灰、玻璃空心微珠、铝泡沫多孔材料、漂珠、煤气化渣中的一种，其

多孔材料的密度为0.7‑2.3g/cm3，比表面积为500‑1400m2/kg；

所述纤维包括有机纤维、无机纤维以及复合的纤维；

所述有机纤维为聚丙烯纤维、聚丙烯醇纤维、聚醚类纤维、芳香聚酰胺纤维、聚乙烯醇

纤维、聚丙烯腈纤维、聚乙烯纤维中的至少一种；

所述无机纤维为碳酸钙晶须、硫酸钙晶须、碳纳米管、碳纤维、玄武岩纤维、耐碱玻璃纤

维中的至少一种；

所述保水增稠材料为砂浆塑化剂、胶粉、纤维素醚、砂浆稠化粉中的一种；

所述调凝剂为激发剂、特种水泥、缓凝剂复配而成；

所述激发剂为无机激发剂、有机激发剂；所述无机激发剂为氢氧化钙、氧化钙、硅酸钠、

偏硅酸钠、偏硅酸钾、硅酸钾、碳酸钠、碳酸钾、硫酸盐中的一种；所述有机激发剂为三已丙

醇氨、三乙醇胺中的一种；

所述特种水泥为硫铝酸盐水泥、铝酸盐水泥、高铝水泥中的一种；

所述缓凝剂为无机缓凝剂、有机缓凝剂，所述无机缓凝剂为磷酸盐类、硼砂、蛋白质类

中的一种；所述有机缓凝剂为羟基羧酸盐类、糖类中的一种；

所述超细微粉为硅灰、钛白粉、玻璃粉中的至少一种，其超细微粉的粒径为0.01‑4.0μ

m；

所述细集料为石英粉、建筑微粉、尾矿砂中的一种，其细集料的粒径为0.004‑1.0m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空心率超高韧性水泥基墙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为

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中的一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空心率超高韧性水泥基墙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矿物掺

合料为磨细或风选粉煤灰、矿粉、石灰石粉、火山灰中的至少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空心率超高韧性水泥基墙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加剂

包括减水剂、消泡剂、有机乳液；

所述减水剂为木质素系减水剂、萘系减水剂、三聚氰胺高效减水剂、聚羧酸盐系高效减

水剂中的一种；

所述消泡剂为有机硅类、聚醚、脂肪酸、磷酸酯类消泡剂中的一种；

所述有机乳液为丁苯乳液、桐油类、丙烯酸酯乳液类中的一种。

5.一种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大空心率超高韧性水泥基墙板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按重量份数，首先将称好的水泥、矿物掺合料、细集料、多孔材料、调凝剂、超细微

粉、保水增稠材料混合搅拌30‑60s；

(2)加入外加剂和水，搅拌60‑180s，再加入纤维搅拌180‑240s出料，完成大空心率超高

韧性水泥基墙板拌合物的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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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拌合物按照挤压注浆方式在特定的模具中成型，养护，拆模，完成所述大空心率

超高韧性水泥基墙板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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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空心率超高韧性水泥基墙板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大空心率超高韧性水泥基墙板及其制备方法，属于建筑材料技术

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混凝土材料存在脆性大、易开裂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建筑结构的使用寿命。超

高韧性水泥基复合材料具有高韧性、高强度、高耐久的特性，符合当今建筑材料的发展趋

势，用其替代传统混凝土材料能带来良好的综合效益。基于高韧性水泥复合材料制备的大

空心率预制墙板，能进一步降低超高韧性水泥基复合材料所制备的建筑结构的自重和体

积，降低建筑综合成本，并显著提高建筑结构的保温隔热性能，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主要是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之处，提出一种大空心率超高韧性水泥基墙

板及其制备方法，制备的复合墙板具有自重小、抗开裂、高强度、高耐久的特性，解决了传统

混凝土墙材韧性差、易开裂、寿命短、重量大的缺点。

[0004]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提供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大空心率超高韧性水泥基墙

板，其特征在于，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水泥450‑650份、矿物掺合料450‑650份、调凝剂

30‑60份、超细微粉50‑90份、多孔材料50‑80份、纤维20‑30份、保水增稠材料0‑0.3份、外加

剂4‑12份、水280‑350份、细集料400‑700份。在大空心率超高韧性水泥基复合材料的配合比

优化基础上，通过调整横断面孔结构形式、外形尺寸制备不同规格大空心率超高韧性水泥

基墙板，在满足力学性能和节能保温的前提下，墙板空心率可在65‑85％范围内任意调整和

实现。

[0005] 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水泥为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

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复合硅酸盐水泥中的一种。

[0006] 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多孔材料为稻壳灰、玻璃空心微珠、铝泡沫多孔材料、漂

珠、煤气化渣中的一种，其多孔材料的密度为0.7‑2.3g/cm3，比表面积为500‑1400m2/kg。

[0007] 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细集料为石英粉、建筑微粉、尾矿砂中的一种，其细集料

的粒径为0.004‑1.0mm。

[0008] 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超细微粉为硅灰、钛白粉、玻璃粉的一种或上述超细微粉

按照不同比例及种类复合的一种，其超细微粉的粒径为0.01‑4.0μm。

[0009] 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外加剂包括减水剂、消泡剂、有机乳液。

[0010] 所述减水剂为木质素系减水剂、萘系减水剂、三聚氰胺高效减水剂、聚羧酸盐系高

效减水剂中的一种；

[0011] 所述消泡剂为有机硅类、聚醚、脂肪酸、磷酸酯类消泡剂中的一种；

[0012] 所述有机乳液为丁苯乳液、丙烯酸酯乳液类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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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纤维包括有机纤维、无机纤维；

[0014] 所述有机纤维为聚丙烯纤维、聚丙烯醇纤维、聚醚类纤维、芳香聚酰胺纤维、聚乙

烯醇纤维、聚丙烯腈纤维、聚乙烯纤维中的至少一种；

[0015] 所述无机纤维为碳酸钙晶须、硫酸钙晶须、碳纳米管、碳纤维、玄武岩纤维、耐碱玻

璃纤维中的至少一种。

[0016] 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保水增稠材料为砂浆塑化剂、胶粉、纤维素醚、砂浆稠化

粉中的一种。

[0017] 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调凝剂为激发剂、特种水泥、缓凝剂复配而成，通过复配

调凝剂对其凝结时间进行调节；通过碳酸钠、碳酸钾等激发剂的加入激发掺合料活性的同

时，还可以改善硬化体的体积稳定性。

[0018] 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激发剂为无机激发剂、有机激发剂；所述无机激发剂为氢

氧化钙、氧化钙、硅酸钠、偏硅酸钠、偏硅酸钾、硅酸钾、碳酸钠、碳酸钾、硫酸盐中的一种；所

述有机激发剂为三已丙醇氨、三乙醇胺中的一种；

[0019] 所述特种水泥包括硫铝酸盐水泥、铝酸盐水泥、高铝水泥中的一种；

[0020] 所述缓凝剂为无机缓凝剂、有机缓凝剂，所述无机缓凝剂有磷酸盐类、硼砂、蛋白

质类中的一种；所述有机缓凝剂为羟基羧酸盐类、糖类中的一种。

[0021] 一种大空心率超高韧性水泥基墙板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2] (1)按重量份数，首先将称好的水泥、矿物掺合料、细集料、多孔材料、调凝剂、超细

微粉、保水增稠材料混合搅拌30‑60s；

[0023] (2)加入外加剂和水，搅拌120‑180s，再加入纤维搅拌180‑240s出料，完成大空心

率超高韧性水泥基墙板拌合物的配制；

[0024] (3)将拌合物按照挤压注浆方式在特定的模具中成型，养护，拆模，完成所述大空

心率超高韧性水泥基墙板的制备。

[00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制备的开孔率超过65％大空心率超高韧性水泥基墙板

能大幅度降低建筑结构的自重和体积，提高建筑保温隔热性，显著降低建筑成本。该大空心

率超高韧性水泥基墙板具有高韧性及高强度，工作性及耐久性优异，超长的使用寿命满足

了未来发展的需要；制备方法简单，易于实现，且重量轻、韧性高、强度高、耐久性好，可广泛

应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的墙体、屋面、道路、桥梁等。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实施例1的截面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实施例2的截面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为实施例3的截面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为实施例4的截面结构示意图；

[0030] 图5为实施例5的截面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做更进一步的说明。

[0032]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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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一种大空心率超高韧性水泥基墙板，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普通硅酸盐水

泥500份，矿物掺合料500份，硫铝酸盐水泥50份，超细微粉50份，多孔材料60份，石英粉300

份，聚丙烯纤维25份，纤维素醚0.13份，减水剂6份，消泡剂0.15份，水300份。

[0034] 一种大空心率超高韧性水泥基墙板截面结构形式如图1，其空心率为73.54％。

[0035] 实施例2

[0036] 一种大空心率超高韧性水泥基墙板，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普通硅酸盐水

泥600份，矿物掺合料400份，硫铝酸盐水泥30份，碳酸钠5份，硼砂5份，超细微粉80份，多孔

材料70份，石英粉350份，聚乙烯纤维30份，纤维素醚0.1份，减水剂5份，消泡剂0.13份，水

320份。

[0037] 一种大空心率超高韧性水泥基墙板截面结构形式如图2，其空心率为73.85％。

[0038] 实施例3

[0039] 一种大空心率超高韧性水泥基墙板，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普通硅酸盐水

泥450份，矿物掺合料550份，硫铝酸盐水泥40份，超细微粉90份，多孔材料85份，石英粉400

份，聚丙烯腈纤维20份，纤维素醚0.2份，减水剂4份，消泡剂0.13份，水350份。

[0040] 一种大空心率超高韧性水泥基墙板截面结构形式如图3，其空心率为78.06％。

[0041] 实施例4

[0042] 一种大空心率超高韧性水泥基墙板，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普通硅酸盐水

泥550份，矿物掺合料450份，硫铝酸盐水泥50份，氧化钙2份，超细微粉50份，多孔材料60份，

石英粉300份，聚乙烯醇纤维25份，纤维素醚0.3份，减水剂7份，丁苯乳液1.0份，消泡剂0.1

份，水290份。

[0043] 一种大空心率超高韧性水泥基墙板截面结构形式如图4，其空心率为75.47％。

[0044] 实施例5

[0045] 一种大空心率超高韧性水泥基墙板，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普通硅酸盐水

泥550份，矿物掺合料350份，硫铝酸盐水泥60份，超细微粉70份，多孔材料60份，石英粉500

份，聚乙烯醇纤维和聚丙烯纤维(聚乙烯醇纤维与聚丙烯纤维的重量比为2:1)总共20份，纤

维素醚0.2份，减水剂8份，丁苯乳液1.5份，消泡剂0.1份，水280份。

[0046] 一种大空心率超高韧性水泥基墙板截面结构形式如图5，其空心率为82.24％。

[0047] 实施例1‑5制得的大空心率超高韧性水泥基复合材料的性能测试结果，基材抗折/

抗压采用40mm×40mm×160mm试件进行测试，基材导热系数采用300mm×300mm×30mm进行

测试，见表1。

[0048] 表1大空心率超高韧性水泥基复合材料的性能测试结果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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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0051] 所述大空心率超高韧性水泥基墙板在满足力学性能和节能保温的前提下，进一步

技术方案是，空心率通过在墙板空腔内设置不同的肋来实现，肋的长度、宽度、形状可调整，

肋在墙板长度方向可为连通肋、间断肋，肋在满足空心率、力学性能和节能保温的前提下设

置形式不限，不局限本发明列出的5种实例。

[0052] 所述大空心率超高韧性水泥基墙板横断面孔结构形式不局限本发明列出的5种实

例，进一步技术方案是，结合不同的空心率和结构要求，可为单排孔、双排孔、多排孔，多排

孔之间可以交错分布，也可对称分布，分布形式不限。孔的形状可为矩形孔、圆孔、椭圆孔、

菱形块等，形状不限。其中墙板空腔还可根据装修管线的需求设置孔结构。

[0053] 所述大空心率超高韧性水泥基墙板外形尺寸不局限本法发明列出的5种实施例，

进一步技术方案是，可以根据需求调整，长度可在600mm到4500mm之间调整，宽度可在3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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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0mm之间调整，厚度可在60mm到300mm之间调整。

[0054] 以上所述，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虽然本发明已通过上述实施例揭

示，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

内，当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作出些变动或修饰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但凡是未

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

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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