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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超高应变高强度保温材

料及其制备方法，该材料的水灰比为0 .20～

0.25，纤维的体积含量为1.5～2.5％；其余组分

由以下质量百分含量的组分组成：水泥为28％～

48％，硅灰为6％～14％，钙粉为5％～23％，粉煤

灰为5％～23％，砂子19～25％，氨基硅烷改性剂

为0 .01 9～0 .03 9％，减水剂为2 .81 9％～

2.861％，发泡剂为0.1％～0.15％。本发明的保

温材料具有强度高、延性佳、低收缩、保温隔热效

率高、吸水率低、抗渗性和抗冻性优良、阻燃性能

达到防火等级A级，可加工性好，既可制成板材，

也可用于大规模现场浇筑，环境适应性强，施工

简便、可塑性好，适用于任何建筑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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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超高应变高强度保温材料，其特征在于：该材料的组成为：拌合水用量用水灰比

为0.20~0.25，纤维的体积含量为1.5~2.5%；其余组分由以下质量百分含量的组分组成：水

泥为28%~48%，硅灰为6%~14%，钙粉为5%~23%，粉煤灰为5%~23%，砂子19~25%，氨基硅烷改性

剂为0.019~0.039%，减水剂为2.819%~2.861%，发泡剂为0.1%~0.15%；

所述的硅灰的SiO2含量大于92%；

所述的钙粉的碳酸钙含量大于95%wt，平均粒径为5~20μm；

所述的粉煤灰为优质F类I级低钙粉煤灰，其中游离CaO的质量含量<1%；

所述的减水剂为聚羧酸系高效减水剂，其固含量≥40%，减水率≥40%；

所述的氨基硅烷改性剂为3-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3-氨丙基甲基二乙氧基硅烷、N-(β-

氨乙基)-γ-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N-(β-氨乙基)-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N-(β-氨乙

基)-γ-氨丙基甲基二甲氧基硅烷中的一种；

所述的纤维为聚乙烯醇纤维或聚乙烯纤维中的一种或两种的混合物，其中，纤维长度

为6mm~12mm，直径为12~39μm，弹性模量不低于25GPa，极限抗拉强度不低于1200MPa；

所述的水泥为标号为52.5级硅酸盐水泥；

所述的发泡剂为动植物蛋白类发泡剂、松香树脂类发泡剂、合成类发泡剂、复合型发泡

剂中的任意一种；

所述的超高应变高强度保温材料的导热系数为0.057~0 .074  W/(m·K），抗压强度为

34.89~42.4  MPa，吸水率为3.5%~4.2%，抗冻等级≥F800，极限延伸率为3.1%～4.2%；

所述的超高应变高强度保温材料由以下步骤制备得到：

（1）超高应变高强度水泥基复合材料的制备：将按预定配合比称量好的氨基硅烷改性

剂和减水剂与水混合，然后将按预定配比称量好的硅灰与配置好的溶液在水泥砂浆搅拌机

中混合，以140  r/min的转速慢搅1-2分钟；然后依次加入按预定配比称量好的水泥、钙粉、

粉煤灰、砂子，以140  r/min的转速慢搅1-2分钟，再以285  r/min的转速快搅2-4分钟；然后

加入预先称量好的纤维，以140  r/min的转速慢搅1-2分钟，再以285  r/min的转速快搅4-6

分钟；

（2）超高应变高强度保温材料的制备：将按预定配合比称量好的发泡剂与水按1:1质量

比稀释，用发泡机将其制成泡沫，然后加入到步骤（1）制备的超高应变高强度水泥基复合材

料中，用砂浆搅拌机以140  r/min的转速慢搅2-3分钟，取规格尺寸的模具，浇注成型，然后

用抹子将其表面抹平，静置12~24h后脱模，20℃标准养护28天或者60℃~90℃蒸汽养护3天，

即得超高应变高强度保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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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超高应变高强度保温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可承重的建筑保温材料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超高应变高强度保温

材料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建筑能耗在总能耗中约为30％左右。同时也是

对自然资源、环境影响较大的产业。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我们国家实施了

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部署，建筑节能环保越来越被人们重视。墙体和屋面保温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节能措施，为满足不同建筑结构的需要，市场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建筑节能

保温材料，其中轻质加气混凝土、泡沫混凝土就是很常用的无机保温材料，该材料自重小，

保温性能优良，防火等级高，即可预制成板材、砌块，也可现场浇筑，应用范围广。但是该材

料也存在着一些弊病，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强度低、承重能力差和易开裂，大大限制其应用范

围，降低其使用寿命。而且目前的外墙外保温系统主要是由界面层、保温层、抗裂防护层和

饰面层构成，加工复杂，破损率和制备成本均较高。

[0003] 本发明充分考虑以上问题，成功研制出一种可承重的变形性能优良的超高应变高

强度保温材料，以满足不同建筑结构的需要。使用本发明的保温材料，还可取消通常的界面

层和抗裂防护层，达到简化结构，缩短工期、降低造价的效果。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超高应变高强度保温材料及其制备方法，以解决现有

的材料存在的强度低、承重能力差和易开裂的问题。

[0005] 一种超高应变高强度保温材料，该材料的组成为：拌合水用量用水灰比为0.20～

0.25，纤维的体积含量为1.5～2.5％；其余组分由以下质量百分含量的组分组成：：水泥为

28％～48％，硅灰为6％～14％，钙粉为5％～23％，粉煤灰为5％～23％，砂子19～25％，氨

基硅烷改性剂为0.019～0.039％，减水剂为2.819％～2.861％，发泡剂为0.1％～0.15％。

[0006] 优选的，所述的水泥为标号为52.5级硅酸盐水泥。

[0007] 优选的，所述的硅灰为市售普通硅灰，其SiO2含量大于92％。

[0008] 优选的，所述的钙粉的碳酸钙含量大于95％wt，平均粒径为5～20μm。

[0009] 优选的，所述的粉煤灰为优质F类I级低钙粉煤灰，其中游离CaO的质量含量<1％。

[0010] 优选的，所述的纤维为聚乙烯醇纤维或聚乙烯纤维中的一种或两种的混合物，其

中，纤维长度为6mm～12mm，直径为12～39μm，弹性模量不低于25GPa，极限抗拉强度不低于

1200MPa。

[0011] 优选的，所述的氨基硅烷改性剂为3-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3-氨丙基甲基二乙氧

基硅烷、N-(β-氨乙基)-γ-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N-(β-氨乙基)-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

N-(β-氨乙基)-γ-氨丙基甲基二甲氧基硅烷中的一种。

[0012] 优选的，所述的减水剂为聚羧酸系高效减水剂，其固含量≥40％，减水率≥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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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优选的，所述的发泡剂为动植物蛋白类发泡剂、松香树脂类发泡剂、合成类发泡

剂、复合型发泡剂中的任意一种。

[0014] 一种制备上述的超高应变高强度保温材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15] (1)超高应变高强度水泥基复合材料的制备：将按预定配合比称量好的氨基硅烷

改性剂和减水剂与水混合，然后将按预定配比称量好的硅灰与配置好的溶液在水泥砂浆搅

拌机中混合，以140r/min的转速慢搅1-2分钟；然后依次加入按预定配比称量好的水泥、钙

粉、粉煤灰、砂子，以140r/min的转速慢搅1-2分钟，再以285r/min的转速快搅2-4分钟；然后

加入预先称量好的纤维，以140r/min的转速慢搅1-2分钟，再以285r/min的转速快搅4-6分

钟；

[0016] (2)超高应变高强度保温材料的制备：将按预定配合比称量好的发泡剂与水按1:1

质量比稀释，用发泡机将其制成泡沫，然后加入到步骤(1)制备的超高应变高强度水泥基复

合材料中，用砂浆搅拌机以140r/min的转速慢搅2-3分钟，取规格尺寸的模具，浇注成型，然

后用抹子将其表面抹平，静置12～24h后脱模，20℃标准养护28天或者60℃～90℃蒸汽养护

3天，即得超高应变高强度保温材料。

[0017] 有益效果：本发明的保温材料具有强度高、延性佳、低收缩、保温隔热效率高、吸水

率低、抗渗性和抗冻性优良、阻燃性能达到防火等级A级，可加工性好，即可制成板材，也可

用于大规模现场浇筑，适应性强，施工简便、可塑性好，适用于任何建筑部位。本发明作为一

种可承重的保温材料，不仅可以满足普通建筑的保温需求，更重要的是可用于一般建筑物

的墙体与地面承重结构和一些防护结构，适用性广，大大扩大了建筑节能保温材料的应用

范围。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通过实施例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0019] 名词解释：

[0020] 超高应变高强度保温材料：是指平均抗压强度超过30MPa且在单轴拉伸荷载下的

极限延伸率不小于3％的保温材料。

[0021] 抗压、抗折强度测试：参照《高延性纤维增强水泥基复合材料性能试验方法(草

案)》中的相关测试方法进行测定。

[0022] 线性收缩率、吸水率、抗冻性测定：参照JGJ/T  70-2009《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

法标准》中的相关测试方法进行测定。

[0023] 变形性能(单轴拉伸测试)：参照日本《高性能纤维增强水泥基复合材料(HPFRCC)

设计推荐标准》，单轴拉伸试验试件尺寸为13mm厚的“骨头型”薄板，总长330mm，两端“骨头

型”宽度为60mm，中间矩形部分长×宽为：100mm×30mm。利用MTS  810测试系统进行单轴拉

伸性能测试，加载方式为按位移加载，加载速率为0.3mm/min，获得荷载-位移曲线，通过计

算得到应力-应变关系。

[0024] 导热系数测试：按照国标GB/T  10294-2008中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

定防护热板法进行检测。

[0025] 防火性能检测：按照国标GB  8624-2012中建筑材料的燃烧等级分级进行检测可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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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实施例1

[0027] 一种超高应变高强度保温材料，该材料组成为：，拌合水用量用水灰比表示为

0.20，纤维的体积百分含量为1.7％，，其它组份由以下质量百分含量的组分组成：水泥为

48％，硅灰为14％，钙粉为5％，粉煤灰为5％，砂子25％，氨基硅烷改性剂为0.039％，减水剂

为2.861％，发泡剂为0.1％。

[0028] 其中，水泥为标号为52.5级硅酸盐水泥；硅灰为市售普通硅灰，其SiO2含量大于

92％；钙粉的碳酸钙含量大于95％wt，平均粒径为5～20μm；粉煤灰为优质F类I级低钙粉煤

灰，其中游离CaO的质量含量<1％；纤维为聚乙烯醇(PVA)纤维，纤维长度为6mm～12mm，直径

为12～39μm，弹性模量不低于25GPa，极限抗拉强度不低于1200MPa；氨基硅烷改性剂为

KH551(3-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减水剂为聚羧酸系高效减水剂，其固含量≥40％，减水率

≥40％；发泡剂为动植物蛋白类发泡剂。

[0029] 实施例2

[0030] 一种超高应变高强度保温材料，该材料的组成为：，拌合水用量用水灰比表示为

0.24，纤维的体积百分含量为2.3％，其它组份由以下质量百分含量的组分组成：水泥为

30％，硅灰为10％，钙粉为17％，粉煤灰为17％，砂子23％，氨基硅烷改性剂为0.026％，减水

剂为2.834％，发泡剂为0.14％。

[0031] 其中，水泥为标号为52.5级硅酸盐水泥；硅灰为市售普通硅灰，其SiO2含量大于

92％；钙粉的碳酸钙含量大于95％wt，平均粒径为5～20μm；粉煤灰为优质F类I级低钙粉煤

灰，其中游离CaO的质量含量<1％；纤维为聚乙烯醇(PVA)纤维，纤维长度为6mm～12mm，直径

为12～39μm，弹性模量不低于25GPa，极限抗拉强度不低于1200MPa；氨基硅烷改性剂为

KH902(3-氨丙基甲基二乙氧基硅烷)；减水剂为聚羧酸系高效减水剂，其固含量≥40％，减

水率≥40％；发泡剂为松香树脂类发泡剂。

[0032] 实施例3

[0033] 一种超高应变高强度保温材料，该材料的组成为：，拌合水用量用水灰比表示为

0.22，纤维的体积百分含量为2.0％，其它组份由以下质量百分含量的组分组成：水泥为

33％，硅灰为6％，钙粉为16％，粉煤灰为23％，砂子19％，氨基硅烷改性剂为0.019％，减水

剂为2.851％，发泡剂为0.13％。

[0034] 其中，水泥为标号为52.5级硅酸盐水泥；硅灰为市售普通硅灰，其SiO2含量大于

92％；钙粉的碳酸钙含量大于95％wt，平均粒径为5～20μm；粉煤灰为优质F类I级低钙粉煤

灰，其中游离CaO的质量含量<1％；纤维为聚乙烯(PE)纤维，纤维长度为6mm～12mm，直径为

12～39μm，弹性模量不低于25GPa，极限抗拉强度不低于1200MPa；氨基硅烷改性剂为KH792

(N-(β-氨乙基)-γ-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减水剂为聚羧酸系高效减水剂，其固含量≥

40％，减水率≥40％；发泡剂为合成类发泡剂。

[0035] 实施例4

[0036] 一种超高应变高强度保温材料，该材料的组成为：，拌合水用量用水灰比表示为

0.25，纤维的体积百分含量为2.5％，其它组份由以下质量百分含量的组分组成：水泥为

28％，硅灰为7％，钙粉为23％，粉煤灰为19％，砂子20％，氨基硅烷改性剂为0.031％，减水

剂为2.819％，发泡剂为0.15％。

[0037] 其中，水泥为标号为52.5级硅酸盐水泥；硅灰为市售普通硅灰，其SiO2含量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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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钙粉的碳酸钙含量大于95％wt，平均粒径为5～20μm；粉煤灰为优质F类I级低钙粉煤

灰，其中游离CaO的质量含量<1％；纤维为聚乙烯醇(PVA)纤维或聚乙烯纤维的混合物，纤维

长度为6mm～12mm，直径为12～39μm，弹性模量不低于25GPa，极限抗拉强度不低于1200MPa；

氨基硅烷改性剂为KH791(N-(β-氨乙基)-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减水剂为聚羧酸系高

效减水剂，其固含量≥40％，减水率≥40％；发泡剂为复合型发泡剂。

[0038] 实施例5

[0039] 一种超高应变高强度保温材料，该材料的组成为：成，拌合水用量用水灰比表示为

0.22，纤维的体积百分含量为1.5％，其它组份由质量百分含量的组分组成：水泥为35％，硅

灰为11％，钙粉为9％，粉煤灰为19％，砂子23％，氨基硅烷改性剂为0.023％，减水剂为

2.857％，发泡剂为0.12％。

[0040] 其中，水泥为标号为52.5级硅酸盐水泥；硅灰为市售普通硅灰，其SiO2含量大于

92％；钙粉的碳酸钙含量大于95％wt，平均粒径为5～20μm；粉煤灰为优质F类I级低钙粉煤

灰，其中游离CaO的质量含量<1％；纤维为聚乙烯(PE)纤维的混合物，纤维长度为6mm～

12mm，直径为12～39μm，弹性模量不低于25GPa，极限抗拉强度不低于1200MPa；氨基硅烷改

性剂为KH602(N-(β-氨乙基)-γ-氨丙基甲基二甲氧基硅烷)；减水剂为聚羧酸系高效减水

剂，其固含量≥40％，减水率≥40％；发泡剂为动植物蛋白类发泡剂。

[0041] 实施例1-实施例5所述的超高应变高强度保温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2] (1)高强度高应变水泥基复合材料的制备：将按预定配合比称量好的氨基硅烷改

性剂和减水剂与水混合，然后将按预定配比称量好的硅灰与配置好的溶液在水泥砂浆搅拌

机中混合，以140r/min的转速慢搅1-2分钟；然后依次加入按预定配比称量好的水泥、钙粉、

粉煤灰、砂子，以140r/min的转速慢搅1-2分钟，以285r/min的转速快搅2-4分钟；然后加入

预先称量好的纤维，以140r/min的转速慢搅1-2分钟，以285r/min的转速快搅4-6分钟。

[0043] (2)超高应变高强度保温材料的制备：将按预定配合比称量好的发泡剂与水按1:1

质量比稀释，用发泡机将其制成优质泡沫，然后加入到超高应变高强度水泥基复合材料中，

用砂浆搅拌机，以140r/min的转速慢搅2-3分钟，取规格尺寸的模具，浇注成型，然后用抹子

将其表面抹平，静置12～24h后脱模，分别采用20℃标准养护28天、85℃蒸汽养护3天制得超

高应变高强度保温材料。

[0044] 相关参数测试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

[0045] 表1

[0046]

[0047]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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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0049]

[0050] 表1和表2所测的结果显示，本发明制备的超高应变高强度保温材料各项性能优

良，本发明作为一种可承重的保温材料，适用性广，大大扩大了建筑节能保温材料的应用范

围。

[005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所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不经过创造性劳动想到的变化或

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书所限

定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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