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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耐火轻质颗粒与木塑复

合板材的制备方法，耐火轻质颗粒与木塑复合板

材由模具共挤成型，模具内沿其长度方向设置有

空腔，模具的进料端设置连通到空腔的木塑流

道，木塑流道的出口朝向模具的出料端设置，该

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使用挤出机将熔融态的

木塑材料通过木塑流道送入空腔，木塑材料在空

腔内处冷却成型，形成中空的木塑框架，并从模

具的出料端挤出；将耐火轻质颗粒和聚氨酯同步

均匀喷涂于模具中的木塑框架内，耐火轻质颗粒

喷涂至木塑框架并借助聚氨酯与木塑框架粘结，

填充满木塑框架，形成填充层。本发明涉及建筑

领域，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耐火轻质颗粒与木塑复

合板材的制备方法，能够简化工序，实现同步一

次成型复合板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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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耐火轻质颗粒与木塑复合板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耐火轻质颗粒与木塑

复合板材由模具共挤成型，所述模具内沿其长度方向设置有空腔，所述模具的进料端设置

连通到所述空腔的木塑流道，所述木塑流道的出口朝向所述模具的出料端设置，该制备方

法包括如下步骤：

使用挤出机将熔融态的木塑材料通过木塑流道送入所述空腔，木塑材料在所述空腔内

处冷却成型，形成中空的木塑框架，并从所述模具的出料端挤出；

同时，将耐火轻质颗粒和聚氨酯同步均匀喷涂于模具中的木塑框架内，耐火轻质颗粒

通过喂料机输送到木塑框架内并喷出，在其喷出处，所述聚氨酯同步喷涂且进行发泡粘附

在耐火轻质颗粒表面，所述耐火轻质颗粒喷涂至木塑框架并借助聚氨酯与木塑框架粘结，

填充满所述木塑框架，形成填充层。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使用挤出机将熔融态的木塑材料通过

木塑流道送入所述空腔同时，所述空腔内同步穿入金属型材，形成木塑框架外层内镶嵌金

属型材的复合板材。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木塑框架的一端从所述模具的出料

端挤出时，将木塑框架此端的上部和下部捏合，使此端封闭。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耐火轻质颗粒为发泡珍珠岩颗粒、

膨胀珍珠岩、中空玻璃颗粒、发泡玻璃颗粒、玻璃微珠或膨胀蛭石。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聚氨酯发泡材料由聚醚多元醇或聚

酯多元醇构成的A组分和异氰酸酯构成的B组分通过混合发泡而成，所述A组分还包括阻燃

剂、发泡剂和泡沫调节剂催化剂。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木塑材料包括木粉、塑料树脂、和碳

酸钙。

7.如权利要求1-6任一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填充层的填充密度为70-

500K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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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耐火轻质颗粒与木塑复合板材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耐火轻质颗粒与木塑复合板材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房屋建筑用墙体，多采用实心粘土砖不利于保护耕地；目前加气混凝土砌块、

空心砖等墙体材料，要在现场施工，需要水泥湿作业，现场产生大量建筑垃圾，并消耗大量

人工，墙体尺寸精度也难以控制，建筑周期长，少则半年以上，往往长达一年甚至2年以上才

能完工。

[0003] 为适应新型建筑房屋工厂化、生态化、节能和绿色环保的需要，中国专利

CN102650367A提供了带孔或凹坑金属与树脂复合共挤型材，金属型材和树脂通过挤出机采

用共挤工艺制造，熔融态树脂镶嵌进金属型材孔或凹坑内与带孔或凹坑金属型材结合成一

体。树脂包括：PVC，PE，PP，ABS，氟树脂，木塑，玻塑。

[0004] 木塑中空材料还可作为墙板应用，为了满足保温性能常常需要内部填充保温材

料，但聚氨酯发泡、聚苯乙烯发泡虽然易于加工成型但却加剧了火灾隐患，而填充成品岩

棉、发泡聚苯板、发泡酚醛板、发泡玻璃等保温材料则往往采用木塑框架成型后，将岩棉等

裁切成适合于木塑内腔室的形状大小进行一块一块地填充，裁切、填充现场污染严重，二次

加工工序不仅仅大大增加了生产周期、降低了生产效率，同时造成电耗、人工成本的极大升

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耐火轻质颗粒与木塑复合板材的制备方法，能够简化工

序，实现同步一次成型复合板材。

[0006]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耐火轻质颗粒与木塑复合板材的制备方法，耐火轻质颗粒与木塑复合板材由

模具共挤成型，所述模具内沿其长度方向设置有空腔，所述模具的进料端设置连通到所述

空腔的木塑流道，所述木塑流道的出口朝向所述模具的出料端设置，该制备方法包括如下

步骤：

[0008] 使用挤出机将熔融态的木塑材料通过木塑流道送入所述空腔，木塑材料在所述空

腔内处冷却成型，形成中空的木塑框架，并从所述模具的出料端挤出；

[0009] 同时，将耐火轻质颗粒和聚氨酯同步均匀喷涂于模具中的木塑框架内，耐火轻质

颗粒通过喂料机输送到木塑框架内并喷出，在其喷出处，所述聚氨酯同步喷涂且进行发泡

粘附在耐火轻质颗粒表面，所述耐火轻质颗粒喷涂至木塑框架并借助聚氨酯与木塑框架粘

结，填充满所述木塑框架，形成填充层。

[0010] 优选地，在使用挤出机将熔融态的木塑材料通过木塑流道送入所述空腔同时，所

述空腔内同步穿入金属型材，形成木塑框架外层内镶嵌金属型材的复合板材。

[0011] 优选地，所述木塑框架的一端从所述模具的出料端挤出时，将木塑框架此端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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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下部捏合，使此端封闭。

[0012] 优选地，所述耐火轻质颗粒为发泡珍珠岩颗粒、膨胀珍珠岩、中空玻璃颗粒、发泡

玻璃颗粒、玻璃微珠或膨胀蛭石。

[0013] 优选地，所述所述聚氨酯发泡材料由聚醚多元醇或聚酯多元醇构成的A组分和异

氰酸酯构成的B组分通过混合发泡而成，所述A组分还包括阻燃剂、发泡剂和泡沫调节剂催

化剂。

[0014] 优选地，所述木塑材料包括木粉、塑料树脂、和碳酸钙。

[0015] 优选地，所述填充层的填充密度为70-500Kg/m3。

[0016] 本发明和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7] 本发明耐火轻质颗粒喷涂填充木塑挤出同步成型方法，内部耐火轻质颗粒填充层

因表面均匀的聚氨酯固化而粘结成为一体，并且与外侧的木塑框架的内表面粘结成为一

体，整体板材强度高，且避免了分块填充岩棉、矿棉等  方法的间断、不连续性导致的填充层

塌陷、堆积变形等情况。

[0018] 本发明耐火轻质颗粒喷涂填充木塑挤出同步成型方法，耐火轻质颗粒通过喂料机

推送入木塑框架内部，其为木塑框架的冷却降温，而木塑框架的型坯挤出的高温有利于耐

火轻质颗粒表面聚氨酯的快速干燥固化，工艺互补，能耗低，效率高。

[0019] 本发明耐火轻质颗粒喷涂填充木塑挤出同步成型方法，实现了木塑框架与内部耐

火轻质颗粒保温填充层的一步法生产加工，大大简化了工序，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能耗，

并显著降低了生产成本。

[0020] 本发明耐火轻质颗粒喷涂填充木塑挤出同步成型方法，根据需要可以很容易地通

过耐火轻质颗粒喷涂填充的速度调整控制填充层密度，可控制填充层的填充密度为70-

500Kg/m3，满足不同的要求。

[0021] 本发明同步挤出成型的木塑复合板材，木塑框架内填充耐火轻质颗粒的填充层，

为A级不燃材料，在保证基本保温性能的同时，大大提高了阻燃防火等级。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未设置加强筋的复合板材示意图；

[0023] 图2是设置有加强筋的复合板材示意图；

[0024] 图3是模具示意图；

[0025] 图4是图3的A-A向截面示意图；

[0026] 图5是模具生产状态示意图。

[0027] 附图标记：1-木塑框架、101-加强筋、2-填充层、3-定型模具、301-空腔、4-挤出模

具、401-木塑流道、402-木塑流道出口、5-耐火轻质颗粒喷枪、6-A组分输出口、7-B组分输出

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使本发明的发明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更加清楚明了，下面结合附图对本

发明的实施例进行说明，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  本申请中的实施例和实施例

中的特征可以相互任意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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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图1和图2为耐火轻质颗粒与木塑复合板材，其复合板材包括木塑框架和其内的耐

火轻质颗粒为主的填充层，木塑框架的外轮廓可根据需求变换，木塑框架为中空结构。图1

为未设置加强筋的复合板材示意图，如图1所示，填充层2填充在木塑框架1内。图2为设置有

加强筋的复合板材示意图，如图2所示，木塑框架1内设置有加强筋101，将木塑框架1内部的

空间分隔开来，填充层2也填充满整个空间。

[0030] 耐火轻质颗粒与木塑复合板材由模具共挤成型，模具成长条形，图3为模具示意

图，如图3所示，模具内沿其长度方向设置有空腔301，所述模具的进料端设置连通到所述空

腔的木塑流道401，木塑流道401的出口朝向模具的出料端设置。模具可由相连接的挤出模

具4和定型模具3组装而成，两者可拆连接，木塑流道401处于挤出模具4内，空腔301处于定

型模具3内，挤出模具4挤出木塑材料，定型模具3为木塑材料提供冷却定型的空间。图4为图

3的A-A向截面示意图，如图4所示，木塑流道出口402整体连成木塑框架截面的形状，确保直

接挤出固定截面的木塑框架，木塑流道出口402连接成的形状根据木塑框架的截面确定。模

具的空腔301为刚刚挤出的高温木塑框架的型坯提供冷却成型的空间。

[0031] 耐火轻质颗粒与木塑复合板材的制备方法需要在模具挤出木塑框架的同时完成

耐火轻质颗粒和聚氨酯的填充，图5为模具生产状态示意图，如图5所示，需要使用挤出机将

熔融态的木塑材料通过木塑流道送入到空腔内，木塑材料在木塑流道出口进入空腔，且贴

着空腔的内壁向模具的出料端运动，木塑材料在空腔内处冷却成型，形成中空的木塑框架

1，并从模具的出料端挤出；同时，耐火轻质颗粒和聚氨酯同步均匀喷涂于模具中的木塑框

架内，耐火轻质颗粒喷枪5从模具的进料端伸入到模具的空腔内，也处于木塑框架内，耐火

轻质颗粒通过喂料机输送至耐火轻质颗粒喷枪5，耐火轻质颗粒喷枪5出口处设置有A组分

输出口6和B组分输出口7，A组分和B组分分别通过各自输送管路连接到各自的输出口，A组

分和B组分在此处混合发泡形成聚氨酯并粘附在耐火轻质颗粒表面，耐火轻质颗粒和聚氨

酯泡沫同步喷涂填充在已安装的墙面板2内侧面，耐火轻质颗粒的喷涂填充有利于木  塑框

架的降温定型，同时具有一定温度的木塑框架也有利于聚氨酯定型，耐火轻质颗粒填充满

木塑框架1，形成填充层。进而完成木塑框架和填充层的同步生产。耐火轻质颗粒喷枪可根

据木塑框架的形状和内部结构、大小、角度而旋转和位置变化，以实现耐火轻质颗粒填充到

木塑框架内部的每个角落。等待木塑框架和填充层都定型后，则形成耐火轻质颗粒与木塑

复合板材。喷涂方式填充使耐火轻质颗粒通过聚氨酯使其内部相互粘结成为一体并且耐火

轻质颗粒与木塑框架1也都粘结在一起。耐火轻质颗粒和聚氨酯通过各自的喂料机输送，耐

火轻质颗粒和聚氨酯在喷涂前无需将两者混合，而是同步喷涂。耐火轻质颗粒多为颗粒状

的轻质材料，多为发泡珍珠岩颗粒、膨胀珍珠岩、中空玻璃颗粒、发泡玻璃颗粒、玻璃微珠或

膨胀蛭石；聚氨酯发泡材料由聚醚多元醇或聚酯多元醇构成的A组分和异氰酸酯构成的B组

分通过混合发泡而成，A组分还包扩阻燃剂、发泡剂和泡沫调节剂催化剂；木塑材料以高分

子材料为基本原料，可选择性加入木粉、塑料树脂和碳酸钙等添加剂。填充层的填充密度为

70-500Kg/m3。

[0032] 优选在使用挤出机将熔融态的木塑材料通过木塑流道送入空腔同时，空腔内可同

步穿入与木塑框架外轮廓匹配的金属型材，形成木塑框架外层镶嵌金属型材的复合板材，

其复合板材增加了金属层，其复合板材具有更优的强度。

[0033] 在刚开始生产时，且在木塑框架的起始一端刚刚从模具的出料端挤出时，由于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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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框架并未完全定型，仍能变形，优选将木塑框架此端的上部和下部捏合，使该端封闭，然

后耐火轻质颗粒开始喷涂填充，实现填充时木塑框架端部能够阻止耐火轻质颗粒喷出木塑

框架外。

[0034] 本发明耐火轻质颗粒喷涂填充木塑挤出同步成型方法，内部耐火轻质颗粒填充层

因表面均匀的聚氨酯固化而粘结成为一体，并且与外侧的木塑框架的内表面粘结成为一

体，整体板材强度高，且避免了分块填充岩棉、矿棉等方法的间断、不连续性导致的填充层

塌陷、堆积变形等情况。耐火轻质颗粒通过喂料机推送入木塑框架内部，其为木塑框架的冷

却降温，而木塑框架的型坯挤出的高温有利于耐火轻质颗粒表面聚氨酯的快速干燥固化，

工艺互补，能耗低，效率高。耐火轻质颗粒喷涂填充木塑挤出同步成型方法，实现  了木塑框

架与内部耐火轻质颗粒保温填充层的一步法生产加工，大大简化了工序，提高了生产效率，

降低能耗，并显著降低了生产成本。本发明可根据需要可以很容易地通过耐火轻质颗粒喷

涂填充的速度调整控制填充层密度，可控制填充层的填充密度为70-500Kg/m3，满足不同的

要求。木塑框架内填充耐火轻质颗粒的填充层，为A级不燃材料，在保证基本保温性能的同

时，大大提高了阻燃防火等级。

[0035] 虽然本发明所揭示的实施方式如上，但其内容只是为了便于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

案而采用的实施方式，并非用于限定本发明。任何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内的技术人员，在不

脱离本发明所揭示的核心技术方案的前提下，可以在实施的形式和细节上做任何修改与变

化，但本发明所限定的保护范围，仍须以所附的权利要求书限定的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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