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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陶瓷幕墙及泡沫陶瓷复合材料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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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陶瓷幕墙及泡沫陶瓷复

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向泡沫陶瓷混合料和陶瓷幕

墙混合料中加入PVA进行造粒，分别得到泡沫陶

瓷造粒料和陶瓷幕墙造粒料，然后分别对泡沫陶

瓷造粒料和陶瓷幕墙造粒料采用半干压成型得

到泡沫陶瓷坯体和陶瓷幕墙坯体，将泡沫陶瓷坯

体和陶瓷幕墙坯体干燥后，将干燥后的泡沫陶瓷

坯体放置于干燥后的陶瓷幕墙坯体顶面，保证二

者结合面光滑平整，充分接触，得到复合坯体；随

后将复合坯体在120℃下保温12h后，升温至

1100‑1150℃进行发泡，发泡结束后降温至600℃

保温4h，随后随炉冷却后即获得陶瓷幕墙及泡沫

陶瓷复合材料。本发明采用泡沫陶瓷和陶瓷幕墙

同时烧结的方法，复合工艺简单，还可以大大降

低能耗，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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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陶瓷幕墙及泡沫陶瓷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采用铁尾矿、平板废玻璃粉和碳化硅粉作为泡沫陶瓷配料，采用铁尾矿、苏州

土和陶瓷废料作为陶瓷幕墙配料，分别对泡沫陶瓷配料和陶瓷幕墙配料进行混料得到泡沫

陶瓷混合料和陶瓷幕墙混合料；以质量分数计，所述的泡沫陶瓷配料包括75-80％铁尾矿、

19-24％平板废玻璃粉和1％碳化硅粉；所述的陶瓷幕墙配料包括70-75％铁尾矿、10-15％

苏州土和10-15％陶瓷废料；

步骤二：分别向泡沫陶瓷混合料和陶瓷幕墙混合料中加入PVA溶液进行造粒，分别得到

泡沫陶瓷造粒料和陶瓷幕墙造粒料，然后分别对泡沫陶瓷造粒料和陶瓷幕墙造粒料采用半

干压成型得到泡沫陶瓷坯体和陶瓷幕墙坯体；

步骤三：将泡沫陶瓷坯体和陶瓷幕墙坯体干燥后，将干燥后的泡沫陶瓷坯体放置于干

燥后的陶瓷幕墙坯体顶面，保证二者结合面光滑平整，充分接触，得到复合坯体；随后将复

合坯体在120℃下保温12h后，升温至1100-1150℃进行发泡，发泡结束后降温至600℃保温

4h，随后随炉冷却后即获得陶瓷幕墙及泡沫陶瓷复合材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陶瓷幕墙及泡沫陶瓷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一中采用滚筒式球磨机分别对泡沫陶瓷配料和陶瓷幕墙配料进行混料得到泡沫陶瓷

混合料和陶瓷幕墙混合料。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陶瓷幕墙及泡沫陶瓷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PVA溶液的质量浓度为5％，且泡沫陶瓷混合料和陶瓷幕墙混合料中加入PVA溶液的

量分别占泡沫陶瓷混合料和陶瓷幕墙混合料质量的2％-2.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陶瓷幕墙及泡沫陶瓷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二中成型压力为2.5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陶瓷幕墙及泡沫陶瓷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泡沫陶瓷坯体和陶瓷幕墙坯体的尺寸均为30mm×30mm×20m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陶瓷幕墙及泡沫陶瓷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三中升温速率为25℃/min。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陶瓷幕墙及泡沫陶瓷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三中发泡时间为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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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陶瓷幕墙及泡沫陶瓷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固体废弃物再利用和建筑材料制备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陶瓷幕墙及泡

沫陶瓷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陶瓷幕墙是一类新型建筑幕墙材料，具有抗风压变形、抗震性、防火、美观等优点。

陶瓷幕墙原料多为天然原料，近年来利用固体废弃物作为原料制备陶瓷幕墙研究越来越

多。专利CN103896556A公开了一种利用淤泥、废陶瓷制造的新型环保节能幕墙材料及其制

备方法。陶瓷幕墙经常与泡沫材料配合使用，例如泡沫玻璃、泡沫陶瓷等。其中泡沫陶瓷是

一种新型建筑外墙和屋面保温材料，原料主要为天然原料，采用各类固体废弃物作为原料

制备泡沫陶瓷也是一个重要研究方向。专利CN104496535A公开了一种以硅砂尾矿和粉煤灰

为主要原料泡沫陶瓷制备方法，其中石英砂尾矿25～45％；专利CN103396157A公开了一种

建筑用泡沫陶瓷制备方法，其中铁尾矿用量达到了50～55％；专利CN102417368A则采用高

硅铁尾矿作为原料制备泡沫陶瓷，其中铁尾矿用量达到60～70％。

[0003] 陶瓷幕墙与泡沫材料复合的方法有很多类。目前常用的方法是采用水泥将泡沫玻

璃或泡沫陶瓷固化在陶瓷幕墙或陶瓷类材料表面。然而水泥较高吸水率和较低的结合强度

对复合材料使用具有较大限制作用。专利CN105315013A公开了一种利用泡沫玻璃发泡时体

积膨胀过程中与陶瓷板底部接触粘结实现复合材料制备的方法，但是工艺较为复杂，成品

率也不高，而且能耗也较大；在配方的制定过程中还得考虑二者性能的匹配。

[0004] 而从配方组成、混料方式和烧成工艺来看，泡沫陶瓷和陶瓷幕墙有很多相同的地

方，因而在陶瓷幕墙表面直接放置泡沫陶瓷配合料随后进行直接烧结无疑具有较高研究意

义。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陶瓷幕墙及泡沫陶瓷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以克服上

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本发明采用泡沫陶瓷和陶瓷幕墙同时烧结的方法，一方面可以大

大降低能耗，另一方面泡沫陶瓷和陶瓷幕墙配方中都采用大量铁尾矿，实现了固体废弃物

再利用目的的同时，从配方角度解决了陶瓷幕墙和泡沫陶瓷性能匹配问题。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陶瓷幕墙及泡沫陶瓷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步骤一：采用铁尾矿、平板废玻璃粉和碳化硅粉作为泡沫陶瓷配料，采用铁尾矿、

苏州土和陶瓷废料作为陶瓷幕墙配料，分别对泡沫陶瓷配料和陶瓷幕墙配料进行混料得到

泡沫陶瓷混合料和陶瓷幕墙混合料；

[0009] 步骤二：分别向泡沫陶瓷混合料和陶瓷幕墙混合料中加入PVA溶液进行造粒，分别

得到泡沫陶瓷造粒料和陶瓷幕墙造粒料，然后分别对泡沫陶瓷造粒料和陶瓷幕墙造粒料采

用半干压成型得到泡沫陶瓷坯体和陶瓷幕墙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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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步骤三：将泡沫陶瓷坯体和陶瓷幕墙坯体干燥后，将干燥后的泡沫陶瓷坯体放置

于干燥后的陶瓷幕墙坯体顶面，保证二者结合面光滑平整，充分接触，得到复合坯体；随后

将复合坯体在120℃下保温12h后，升温至1100-1150℃进行发泡，发泡结束后降温至600℃

保温4h，随后随炉冷却后即获得陶瓷幕墙及泡沫陶瓷复合材料。

[0011] 进一步地，以质量分数计，所述的泡沫陶瓷配料包括75-80％铁尾矿、19-24％平板

废玻璃粉和1％碳化硅粉。

[0012] 进一步地，以质量分数计，所述的陶瓷幕墙配料包括70-75％铁尾矿、10-15％苏州

土和10-15％陶瓷废料。

[0013] 进一步地，步骤一中采用滚筒式球磨机分别对泡沫陶瓷配料和陶瓷幕墙配料进行

混料得到泡沫陶瓷混合料和陶瓷幕墙混合料。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的PVA溶液的质量浓度为5％，且泡沫陶瓷混合料和陶瓷幕墙混合

料中加入PVA溶液的量分别占泡沫陶瓷混合料和陶瓷幕墙混合料质量的2％-2.5％。

[0015] 进一步地，步骤二中成型压力为2.5吨。

[0016] 进一步地，所述的泡沫陶瓷坯体和陶瓷幕墙坯体的尺寸均为30mm×30mm×20mm。

[0017] 进一步地，步骤三中升温速率为25℃/min。

[0018] 进一步地，步骤三中发泡时间为30min。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的技术效果：

[0020] 本发明采用采用铁尾矿和平板废玻璃粉为主要原料，添加适量碳化硅粉作为发泡

剂制备泡沫陶瓷，陶瓷幕墙则采用铁尾矿、苏州土和陶瓷废料作为原料，两种制品铁尾矿利

用率都比较高，达到尾矿再利用目的；且本发明采用泡沫陶瓷和陶瓷幕墙同时烧结的方法，

复合工艺简单，复合强度较高，还可以大大降低能耗，降低成本。

[0021] 进一步地，本发明通过控制工艺条件，制备出的陶瓷幕墙及泡沫陶瓷复合材料具

有较低热导率；泡沫陶瓷具有较低的密度，较高抗压强度；陶瓷幕墙具有较低密度，较低吸

水率，较高的弯曲强度。

附图说明

[0022] 图1典型陶瓷幕墙和泡沫陶瓷复合材料样品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做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4] 一种陶瓷幕墙及泡沫陶瓷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5] 步骤一：采用75-80wt.％铁尾矿和19-24wt.％平板废玻璃粉为主要原料，1wt.％

碳化硅粉作为发泡剂作为泡沫陶瓷的原料；采用70-75wt.％铁尾矿、10-15wt.％苏州土和

10-15wt.％陶瓷废料作为陶瓷幕墙的原料，分别采用滚筒式球磨机对两种原料进行混料；

[0026] 步骤二：分别向混合粉料加入5wt.％PVA溶液进行造粒，泡沫陶瓷混合料和陶瓷幕

墙混合料中加入PVA的量分别占泡沫陶瓷混合料和陶瓷幕墙混合料质量的2％-2.5％，然后

采用半干压成型得到坯体，成型压力为2.5吨，坯体尺寸为30×30×20mm3，干燥后将泡沫陶

瓷坯体放置于同尺寸的陶瓷幕墙坯体顶面，保证二者结合面光滑平整，充分接触；

[0027] 步骤三：将复合坯体在120℃保温12h后升温至1100-1150℃进行高温发泡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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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温速率为25℃/min，发泡结束后降温至600℃保温4h，随后采用随炉冷却后切割即可获得

陶瓷幕墙及泡沫陶瓷复合材料。

[0028]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9] 实施例1

[0030] 步骤一：采用75wt.％铁尾矿和24wt.％平板废玻璃粉为主要原料，1wt.％碳化硅

粉作为发泡剂作为泡沫陶瓷的原料；采用70wt.％铁尾矿、15wt.％苏州土和15wt.％陶瓷废

料作为陶瓷幕墙的原料，分别采用滚筒式球磨机对两种原料进行混料；

[0031] 步骤二：分别向混合粉料加入5wt.％PVA溶液进行造粒，泡沫陶瓷混合料和陶瓷幕

墙混合料中加入PVA的量分别占泡沫陶瓷混合料和陶瓷幕墙混合料质量的2％，然后采用半

干压成型得到坯体，成型压力为2.5吨，坯体尺寸为30×30×20mm3，干燥后将泡沫陶瓷坯体

放置于同尺寸的陶瓷幕墙坯体顶面，保证二者结合面光滑平整，充分接触；

[0032] 步骤三：将复合坯体在120℃保温12h后升温至1100℃进行高温发泡30min，升温速

率为25℃/min，发泡结束后降温至600℃保温4h，随后采用随炉冷却后切割即可获得陶瓷幕

墙及泡沫陶瓷复合材料。泡沫陶瓷的密度为0.514g.cm-3，抗压强度为13.13MPa；陶瓷幕墙的

密度为2.037g.cm-3，吸水率10％，抗弯强度13.5MPa；制备得到的陶瓷幕墙及泡沫陶瓷复合

材料的导热系数为0.0526w/m﹒k。

[0033] 实施例2

[0034] 步骤一：采用76wt.％铁尾矿和23wt.％平板废玻璃粉为主要原料，1wt.％碳化硅

粉作为发泡剂作为泡沫陶瓷的原料；采用71wt.％铁尾矿、14wt.％苏州土和15wt.％陶瓷废

料作为陶瓷幕墙的原料，分别采用滚筒式球磨机对两种原料进行混料；

[0035] 步骤二：分别向混合粉料加入5wt.％PVA溶液进行造粒，泡沫陶瓷混合料和陶瓷幕

墙混合料中加入PVA的量分别占泡沫陶瓷混合料和陶瓷幕墙混合料质量的2.5％，然后采用

半干压成型得到坯体，成型压力为2.5吨，坯体尺寸为30×30×20mm3，干燥后将泡沫陶瓷坯

体放置于同尺寸的陶瓷幕墙坯体顶面，保证二者结合面光滑平整，充分接触；

[0036] 步骤三：将复合坯体在120℃保温12h后升温至1110℃进行高温发泡30min，升温速

率为25℃/min，发泡结束后降温至600℃保温4h，随后采用随炉冷却后切割即可获得陶瓷幕

墙及泡沫陶瓷复合材料。泡沫陶瓷的密度为0.374g.cm-3，抗压强度为8.53MPa；陶瓷幕墙的

密度为2.145g.cm-3，吸水率8.6％，抗弯强度14MPa；制备得到的陶瓷幕墙及泡沫陶瓷复合材

料的导热系数为0.0981w/m﹒k。

[0037] 实施例3

[0038] 步骤一：采用77wt.％铁尾矿和22wt.％平板废玻璃粉为主要原料，1wt.％碳化硅

粉作为发泡剂作为泡沫陶瓷的原料；采用73wt.％铁尾矿、12wt.％苏州土和15wt.％陶瓷废

料作为陶瓷幕墙的原料，分别采用滚筒式球磨机对两种原料进行混料；

[0039] 步骤二：分别向混合粉料加入5wt.％PVA溶液进行造粒，泡沫陶瓷混合料和陶瓷幕

墙混合料中加入PVA的量分别占泡沫陶瓷混合料和陶瓷幕墙混合料质量的2.2％，然后采用

半干压成型得到坯体，成型压力为2.5吨，坯体尺寸为30×30×20mm3，干燥后将泡沫陶瓷坯

体放置于同尺寸的陶瓷幕墙坯体顶面，保证二者结合面光滑平整，充分接触；

[0040] 步骤三：将复合坯体在120℃保温12h后升温至1120℃进行高温发泡30min，升温速

率为25℃/min，发泡结束后降温至600℃保温4h，随后采用随炉冷却后切割即可获得陶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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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及泡沫陶瓷复合材料。泡沫陶瓷的密度为0.313g.cm-3，抗压强度为7.60MPa；陶瓷幕墙的

密度为2.248g.cm-3，吸水率8％，抗弯强度14.7MPa；制备得到的陶瓷幕墙及泡沫陶瓷复合材

料的导热系数为0.1124w/m﹒k。

[0041] 实施例4

[0042] 步骤一：采用78wt.％铁尾矿和21wt.％平板废玻璃粉为主要原料，1wt.％碳化硅

粉作为发泡剂作为泡沫陶瓷的原料；采用75wt.％铁尾矿、15wt.％苏州土和10wt.％陶瓷废

料作为陶瓷幕墙的原料，分别采用滚筒式球磨机对两种原料进行混料；

[0043] 步骤二：分别向混合粉料加入5wt.％PVA溶液进行造粒，泡沫陶瓷混合料和陶瓷幕

墙混合料中加入PVA的量分别占泡沫陶瓷混合料和陶瓷幕墙混合料质量的2.4％，然后采用

半干压成型得到坯体，成型压力为2.5吨，坯体尺寸为30×30×20mm3，干燥后将泡沫陶瓷坯

体放置于同尺寸的陶瓷幕墙坯体顶面，保证二者结合面光滑平整，充分接触；

[0044] 步骤三：将复合坯体在120℃保温12h后升温至1130℃进行高温发泡30min，升温速

率为25℃/min，发泡结束后降温至600℃保温4h，随后采用随炉冷却后切割即可获得陶瓷幕

墙及泡沫陶瓷复合材料。泡沫陶瓷的密度为0.285g.cm-3，抗压强度为5.00MPa；陶瓷幕墙的

密度为2.298g.cm-3，吸水率7.6％，抗弯强度15.2MPa；制备得到的陶瓷幕墙及泡沫陶瓷复合

材料的导热系数为0.1082w/m﹒k。

[0045] 实施例5

[0046] 步骤一：采用79wt.％铁尾矿和20wt.％平板废玻璃粉为主要原料，1wt.％碳化硅

粉作为发泡剂作为泡沫陶瓷的原料；采用75wt.％铁尾矿、10wt.％苏州土和15wt.％陶瓷废

料作为陶瓷幕墙的原料，分别采用滚筒式球磨机对两种原料进行混料；

[0047] 步骤二：分别向混合粉料加入5wt.％PVA溶液进行造粒，泡沫陶瓷混合料和陶瓷幕

墙混合料中加入PVA的量分别占泡沫陶瓷混合料和陶瓷幕墙混合料质量的2.3％，然后采用

半干压成型得到坯体，成型压力为2.5吨，坯体尺寸为30×30×20mm3，干燥后将泡沫陶瓷坯

体放置于同尺寸的陶瓷幕墙坯体顶面，保证二者结合面光滑平整，充分接触；

[0048] 步骤三：将复合坯体在120℃保温12h后升温至1140℃进行高温发泡30min，升温速

率为25℃/min，发泡结束后降温至600℃保温4h，随后采用随炉冷却后切割即可获得陶瓷幕

墙及泡沫陶瓷复合材料。泡沫陶瓷的密度为0.353g.cm-3，抗压强度为4.01MPa；陶瓷幕墙的

密度为2.448g.cm-3，吸水率6％，抗弯强度14.1MPa；制备得到的陶瓷幕墙及泡沫陶瓷复合材

料的导热系数为0.0992w/m﹒k。

[0049] 实施例6

[0050] 步骤一：采用80wt.％铁尾矿和19wt.％平板废玻璃粉为主要原料，1wt.％碳化硅

粉作为发泡剂作为泡沫陶瓷的原料；采用74wt.％铁尾矿、13wt.％苏州土和13wt.％陶瓷废

料作为陶瓷幕墙的原料，分别采用滚筒式球磨机对两种原料进行混料；

[0051] 步骤二：分别向混合粉料加入5wt.％PVA溶液进行造粒，泡沫陶瓷混合料和陶瓷幕

墙混合料中加入PVA的量分别占泡沫陶瓷混合料和陶瓷幕墙混合料质量的2.5％，然后采用

半干压成型得到坯体，成型压力为2.5吨，坯体尺寸为30×30×20mm3，干燥后将泡沫陶瓷坯

体放置于同尺寸的陶瓷幕墙坯体顶面，保证二者结合面光滑平整，充分接触；

[0052] 步骤三：将复合坯体在120℃保温12h后升温至1150℃进行高温发泡30min，升温速

率为25℃/min，发泡结束后降温至600℃保温4h，随后采用随炉冷却后切割即可获得陶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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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及泡沫陶瓷复合材料。泡沫陶瓷的密度为0.426g.cm-3，抗压强度为1.06MPa；陶瓷幕墙的

密度为2.448g.cm-3，吸水率6％，抗弯强度14.1MPa；制备得到的陶瓷幕墙及泡沫陶瓷复合材

料的导热系数为0.0731w/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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