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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涉及建筑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窑洞

建筑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和窑洞屋面及建筑物地

面构造，该窑洞建筑材料包括窑洞屋面材料和建

筑物地面材料，窑洞屋面材料包括以下质量份的

组分，胶凝材料400‑650份、工业固体废弃物200‑

450份、激发剂50‑100份、外加剂1‑8份、发泡剂1‑

6份、轻质骨料10‑36份和水400‑650份；建筑物地

面材料包括以下质量份的组分，胶凝材料400‑

650份、工业固体废弃物200‑450份、激发剂50‑

100份、外加剂1‑5份、发泡剂1‑10份和水400‑650

份。本申请的建筑材料使用了工业固体废弃物，

治理了环境污染，保护了环境，节约了能源，改善

了建筑物室内环境和人居生活品质。本发明适用

于窑洞维护改造工程，也适用于新建窑洞工程和

严寒、寒冷地区所有新建、改建建筑物的地面工

程，包括窑洞地面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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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窑洞建筑材料，其特征在于，包括窑洞屋面材料和建筑物地面材料，所述窑洞屋

面材料包括以下质量份的组分，胶凝材料400‑650份、工业固体废弃物200‑450份、激发剂

50‑100份、外加剂1‑8份、发泡剂1‑6份、轻质骨料10‑36份和水400‑650份；所述建筑物地面

材料包括以下质量份的组分，胶凝材料400‑650份、工业固体废弃物200‑450份、激发剂50‑

100份、外加剂1‑5份、发泡剂1‑10份和水400‑65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业固体废弃物包括以下质量份

的组分，粉煤灰200‑450份和煤矸石0‑150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材料，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窑洞屋面材料中，所述胶凝材

料包括硅酸盐水泥、硫铝酸盐水泥和高铝水泥中的至少一个；所述的激发剂包括以下质量

份的组分，碱性增效剂0‑10份、氧化钙10‑50份和脱硫石膏40‑50份；所述外加剂包括以下质

量份的组分，聚羧酸盐1‑5份或萘磺酸盐1‑8份；所述的发泡剂为表面活性剂1‑6份；所述的

轻质骨料为聚苯颗粒、膨胀珍珠岩或粉煤灰陶粒10‑36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材料，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建筑物地面材料中，所述胶凝

材料包括硅酸盐水泥、硫铝酸盐水泥和高铝水泥中的至少一个；所述的激发剂包括以下质

量份的组分，碱性增效剂0‑10份、氧化钙10‑50份和脱硫石膏40‑50份；所述外加剂包括以下

质量份的组分，聚羧酸盐1‑3份或萘磺酸盐1‑5份；所述的发泡剂为表面活性剂1‑10份。

5.一种窑洞屋面构造，其特征在于，包括从上到下依次设置的屋面面层、找坡层、保温

层、防水层、找平层和拱顶；所述保温层为所述的窑洞屋面材料。

6.一种窑洞屋面构造，其特征在于，包括从上到下依次设置的种植面系统层、保温层、

防水层、找平层和拱顶；所述种植面系统层用于种植作物或植物；所述保温层为所述的窑洞

屋面材料。

7.一种建筑物地面构造，其特征在于，包括从下到上依次设置的素土夯实层、垫层、水

泥砂浆找平层、防潮层、保温层、混凝土保护层和面层；所述保温层为所述的建筑物地面材

料。

8.一种窑洞屋面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称取各胶凝材料的重量份数到搅拌机中；

称取各工业固体废弃物重量份数加入搅拌机中；

称取各激发剂重量份数加入到搅拌机中，充分搅拌混合均匀；

称取各外加剂材料重量份数加入搅拌机中；

在搅拌机中加入水的重量份数，搅拌制得浆料；

在搅拌机中加入轻质骨料的重量份数，搅拌制得轻质骨料拌合物；

将发泡剂加入到制得的轻质骨料拌合物中，充分搅拌均匀，制得浇注料；

将浇注料搅拌均匀后，进行罐装吊运和泵送浇注在施工现场，找平、静养、固化、养护完

成屋面的保温层。

9.一种建筑物地面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称取各胶凝材料的重量份数到搅拌机中；

称取各工业固体废弃物重量份数加入搅拌机中；

称取各激发剂重量份数加入到搅拌机中，充分搅拌混合均匀；

称取各外加剂材料重量份数加入搅拌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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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搅拌机中加入水的重量份数，搅拌制得浆料；

将发泡剂加入到制得的浆料中，充分搅拌均匀，制得浇注料；

将浇注料搅拌均匀后，进行罐装吊运和泵送浇注在施工现场，找平、静养、固化、养护完

成地面的保温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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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洞建筑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和窑洞屋面及建筑物地面构造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建筑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建筑材料及其制备方法，范围包括窑洞

屋面构造及建筑物地面构造。

背景技术

[0002] 窑洞是中国黄土高原上特有的民居形式，具有浑厚的中国民俗风情和乡土气息、

沉积了古老黄土地上深层的历史文化，从古至今，窑洞建筑历经数千年的发展，不断改善和

提高居住环境和风貌。根据统计，在黄河中上游的甘肃、宁夏、内蒙、山西、陕西、河南六省内

至今仍有4000多万人居住在传统窑洞中。

[0003] 窑洞民居承载着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技艺、人文思想与艺术审美，具有较高的研

究价值，保护窑洞就是守住一方土地的乡愁记忆，也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在保

护的基础上传承和发扬地域性文化，提高居住者的生活水平，给予满足住户与游客对传统

历史民居体验需求的舒适空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0004] 窑洞是天然的绿色建筑，冬暖夏凉，具有“拱形”空间单元和立面形式，窑洞可以根

据建筑材料的不同分为土窑洞、石窑洞和砖窑洞。

[0005] 传统窑洞的屋面的主要问题出现在防水与保温方面，这与窑洞的建筑材料和施工

工艺密切相关，因为传统窑洞的施工工艺流程是在拱顶砌筑完成表面抹灰后，采用三七灰

土和素土甚至杂填土回填，回填材料的质量难以保证，回填完成后再在其表面上做保护层，

做成上人屋面或不上人屋面。在传统施工做法下窑洞的屋顶填充材料的防水措施较为薄弱

容易受潮，保温性能差，影响室内的热工性能。随着屋面保温防水技术的发展，为了提高室

内舒适度，在窑洞回填找平完成后上增设常见的保温材料如挤塑板、聚苯板等，施工较为繁

琐且成本相对较高。因此采用更加贴合窑洞的结构形式的新型保温材料，代替回填层和挤

塑板保温层，能够使得施工更加便利，更加充分利用原材料，促进建筑循环经济发展。

[0006] 在严寒、寒冷地区，建筑物由于冬季受到室外寒冷空气和建筑周围低温土壤的影

响，热量易从地面部分传递出去，特别是在建筑外墙内侧0.5‑1.0m范围的部位温度甚至会

低于露点。因此建筑地面应采取适当的保温措施，本专利所述的建筑物地面构造施工便利、

整体性强、保温防火性能好，能有效减少地面热损失，提高人体舒适性。

[0007] 保护窑洞、是对于黄土高原持续数千年的居住形式和由此形成的生态文化的保

护，保护窑洞，需要发掘窑洞的时代价值，于现代社会发展，当代人们生活结合起来，需要用

新的技术和材料，提高居民的舒适度，使得窑洞建筑产生更高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经济

效益，把祖祖辈辈凡俗生活的村落变成旅游目的地。

发明内容

[0008]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窑洞建筑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和窑洞屋面及建筑物地面构造，以

解决上述问题。

[0009] 第一方面，本申请提供了一种窑洞建筑材料，包括窑洞屋面材料和建筑物地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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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所述窑洞屋面材料包括以下质量份的组分，胶凝材料400‑650份、工业固体废弃物200‑

450份、激发剂50‑100份、外加剂1‑8份、发泡剂1‑6份、轻质骨料10‑36份和水400‑650份；所

述窑洞地面材料包括以下质量份的组分，胶凝材料400‑650份、工业固体废弃物200‑450份、

激发剂50‑100份、外加剂1‑5份、发泡剂1‑10份和水400‑650份。

[0010] 第二方面，本申请还提供了一种窑洞屋面构造，包括从上到下依次设置的屋面面

层、找坡层、保温层、防水层、找平层和拱顶；所述保温层为所述的窑洞屋面材料。

[0011] 第三方面，本申请还提供了另一种窑洞屋面构造，包括从上到下依次设置的种植

面系统层、保温层、防水层、找平层和拱顶；所述种植面系统层用于种植作物或植物；所述保

温层为所述的窑洞屋面材料。

[0012] 第四方面，本申请还提供了一种建筑物地面构造，包括从下到上依次设置的素土

夯实层、垫层、水泥砂浆找平层、防潮层、保温层、混凝土保护层和面层；所述保温层为所述

的窑洞地面材料。

[0013] 第五方面，本申请还提供了一种窑洞屋面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

[0014] 称取各胶凝材料的重量份数到搅拌机中；

[0015] 称取各工业固体废弃物重量份数加入搅拌机中；

[0016] 称取各激发剂重量份数加入到搅拌机中，充分搅拌混合均匀；

[0017] 称取各外加剂材料重量份数加入搅拌机中；

[0018] 在搅拌机中加入水的重量份数，搅拌制得浆料；

[0019] 在搅拌机中加入轻质骨料的重量份数，搅拌制得轻质骨料拌合物；

[0020] 将发泡剂加入到制得的轻质骨料拌合物中，充分搅拌均匀，制得浇注料；

[0021] 将浇注料搅拌均匀后，进行罐装吊运和泵送浇注在施工现场，找平、静养、固化、养

护完成屋面的保温层。

[0022] 第六方面，本申请还提供了建筑物地面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

[0023] 称取各胶凝材料的重量份数到搅拌机中；

[0024] 称取各工业固体废弃物重量份数加入搅拌机中；

[0025] 称取各激发剂重量份数加入到搅拌机中，充分搅拌混合均匀；

[0026] 称取各外加剂材料重量份数加入搅拌机中；

[0027] 在搅拌机中加入水的重量份数，搅拌制得浆料；

[0028] 将发泡剂加入到制得的浆料中，充分搅拌均匀，制得浇注料；

[0029] 将浇注料搅拌均匀后，进行罐装吊运和泵送浇注在施工现场，找平、静养、固化、养

护完成地面的保温层。

[0030] 本申请公开了两种窑洞建筑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和窑洞屋面及建筑物地面构造，包

括窑洞屋面材料和建筑物地面材料，所述窑洞屋面材料包括以下质量份的组分，胶凝材料

400‑650份、工业固体废弃物200‑450份、激发剂50‑100份、外加剂1‑8份、发泡剂1‑6份、轻质

骨料10‑36份和水400‑650份；所述窑洞地面材料包括以下质量份的组分，胶凝材料400‑650

份、工业固体废弃物200‑450份、激发剂50‑100份、外加剂1‑5份、发泡剂1‑10份和水400‑650

份。本申请的窑洞建筑材料密度300‑900Kg/m3,抗压强度0.5‑15Mpa ,导热系数0.07‑0.3W/

(m.K)。其密度小、重量轻、可降低建筑物自重；导热系数小，保温性能好，可节约能源，保护

环境。窑洞屋面材料和建筑物地面材料主要原料为无机不燃材料，具有耐火性能优越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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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其使用了工业固体废弃物，将工业废物进行再次利用，降低了污染，改善了建筑物室内

环境和人居生活品质符合国家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

附图说明

[003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实施例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

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是本申请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

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32] 图1是本申请的一实施例提供的窑洞屋面构造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2是本申请的另一实施例提供的窑洞屋面构造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3是本申请的实施例提供的窑洞地面构造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4是本申请的实施例提供的窑洞屋面材料的制备方法的示意流程图；

[0036] 图5是本申请的实施例提供的窑洞地面材料的制备方法的示意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下面将结合本申请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申请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申请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申

请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

例，都属于本申请保护的范围。

[0038] 附图中所示的流程图仅是示例说明，不是必须包括所有的内容和操作/步骤，也不

是必须按所描述的顺序执行。例如，有的操作/步骤还可以分解、组合或部分合并，因此实际

执行的顺序有可能根据实际情况改变。

[0039]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窑洞建筑材料，该窑洞建筑材料包括窑洞屋面材料和建筑物地

面材料，窑洞屋面材料可以直接一次性浇注到拱底到拱顶的槽部及拱顶的上方成为保温

层，相比于先将拱底到拱顶的槽部填平(即背景技术中的采用三七灰土和素土甚至杂填土

回填)再在其表面上方做保温层的方案，本申请将常用做法的两个步骤合成了一个步骤，简

化了施工工序；而且使得屋顶保温层整体性、密封性和保温性得到提升，解决了传统窑洞屋

面材料技术落后、自重大、保温性能差的缺陷。建筑物地面材料可以直接浇注成为窑洞地面

的保温层，经过一次浇注完成，简化了施工工序，解决了传统窑洞地面材料技术落后和保温

性能差的缺陷。需要说明的是，建筑物地面材料不仅可以用于窑洞地面，也可以用于其它建

筑物的地面。

[0040] 本实施例中，窑洞建筑材料包括窑洞屋面材料和建筑物地面材料，窑洞屋面材料

包括以下质量份的组分，胶凝材料400‑650份、工业固体废弃物200‑450份、激发剂50‑100

份、外加剂1‑8份、发泡剂1‑6份、轻质骨料10‑36份和水400‑650份。建筑物地面材料包括以

下质量份的组分，胶凝材料400‑650份、工业固体废弃物200‑450份、激发剂50‑100份、外加

剂1‑5份、发泡剂1‑10份和水400‑650份。

[0041] 本申请的窑洞屋面材料和建筑物地面材料的密度在300‑900Kg/m3,抗压强度0.5‑

15Mpa ,导热系数0.07‑0.3W/(m.K) ,其密度小、重量轻、可降低建筑物自重；导热系数小，保

温性能好，可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窑洞屋面材料和建筑物地面材料使用了工业固体废弃

物，将工业废物进行再次利用，降低了污染，改善了建筑物室内环境和人居生活品质符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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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轻质骨料具有良好的保温性能，屋面传热对于建筑物室内空间的

影响比地面传热对于建筑物室内空间的影响要大得多，并且轻质骨料的质量轻，减轻了屋

面结构的自重，降低了承重墙的负载，降低了建造的成本，因此窑洞屋面材料选用轻质骨

料，而建筑物地面材料不选用轻质骨料。

[0042]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工业固体废弃物包括粉煤灰和煤矸石。两个者占的质量

份的组分为粉煤灰200‑450份和煤矸石0‑150份。本申请的窑洞建筑材料使用了粉煤灰、煤

矸石等大量的固体废弃物，对工业固体废弃物进行了再利用，降低了污染，符合国家绿色可

持续发展战略。

[0043] 本实施例中，窑洞屋面材料的胶凝材料包括硅酸盐水泥、硫铝酸盐水泥和高铝水

泥中的至少一个。窑洞屋面材料的激发剂包括以下质量份的组分，碱性增效剂0‑10份、氧化

钙10‑50份和脱硫石膏40‑50份。窑洞屋面材料的外加剂包括以下质量份的组分，聚羧酸盐

1‑5份或萘磺酸盐1‑8份。窑洞屋面材料的发泡剂为表面活性剂1‑6份。窑洞屋面材料的轻质

骨料为聚苯颗粒、膨胀珍珠岩或粉煤灰陶粒10‑36份。

[0044] 本实施例中，建筑物地面材料的胶凝材料包括硅酸盐水泥、硫铝酸盐水泥和高铝

水泥中的至少一个。建筑物地面材料的激发剂包括以下质量份的组分，碱性增效剂0‑10份、

氧化钙10‑50份和脱硫石膏40‑50份。建筑物地面材料的外加剂包括以下质量份的组分，聚

羧酸盐1‑3份或萘磺酸盐1‑5份。建筑物地面材料的发泡剂为表面活性剂1‑10份。

[0045] 如图1所示，本发明还涉及一种窑洞屋面构造，该构造为其包括从上到下依次设置

的屋面面层11、找坡层12、保温层13、防水层14、找平层15和拱顶16；其中，保温层为上述的

窑洞屋面材料。本实施例中的保温层的厚度根据所在地区现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经计算

确定，在此不做限制。

[0046] 如图2所示，本发明还涉及另一种窑洞屋面构造，该窑洞屋面构造包括从上到下依

次设置的种植面系统层21、保温层22、防水层23、找平层24和拱顶25，种植层系统层用于种

植作物或植物。种植层系统层包括从上到下依次设置的种植层211、过滤层212、排水层213、

混凝土保护层214和隔离层215。本实施例中的保温层的厚度根据所在地区现行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经计算确定，在此不做限制。

[0047] 如图3所示，本发明还涉及一种建筑物地面构造，包括从下到上依次设置的素土夯

实层31、垫层32、水泥砂浆找平层33、防潮层34、保温层35、混凝土保护层36和面层37。其中，

保温层为所述的窑洞屋面材料。本实施例中的保温层的厚度根据所在地区现行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经计算确定，在此不做限制。

[0048] 窑洞屋面材料和建筑物地面材料具有质量轻、保温性能好、整体性能强，同时具有

防火的性能。其施工便利，建造成本低，大大降低窑洞内部耗能量，节约能源。窑洞屋面材料

利用了工业废弃物，减少了工业垃圾堆积，利于保护环境、促进循环经济和绿色建筑产业的

发展；对保护窑洞的地域性文化，改善窑洞居住环境、提高居住水平，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意

义重大；对促进建筑可持续发展，早日实现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有着重要作用。

[0049] 请参照图4所示，本发明还涉及上述窑洞建筑材料的制备方法。其中，窑洞屋面材

料制备方法包括步骤S101‑S108。

[0050] S101、称取各胶凝材料的重量份数到搅拌机中。

[0051] S102、称取各工业固体废弃物重量份数加入搅拌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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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S103、称取各激发剂重量份数加入到搅拌机中，充分搅拌混合均匀。

[0053] S104、称取各外加剂材料重量份数加入搅拌机中。

[0054] S105、在搅拌机中加入水的重量份数，搅拌制得浆料。

[0055] S106、在搅拌机中加入轻质骨料的重量份数，搅拌制得轻质骨料拌合物。

[0056] S107、将发泡剂加入到制得的轻质骨料拌合物中，充分搅拌均匀，制得浇注料。

[0057] S108、将浇注料搅拌均匀后，进行罐装吊运和泵送浇注在施工现场，找平、静养、固

化、养护完成屋面的保温层。

[0058] 请参照图5所示，本发明还涉及窑洞地面材料制备方法，该方法包括步骤S201‑

S207。

[0059] S201、称取各胶凝材料的重量份数到搅拌机中。

[0060] S202、称取各工业固体废弃物重量份数加入搅拌机中。

[0061] S203、称取各激发剂重量份数加入到搅拌机中，充分搅拌混合均匀。

[0062] S204、称取各外加剂材料重量份数加入搅拌机中。

[0063] S205、在搅拌机中加入水的重量份数，搅拌制得浆料。

[0064] S206、将自制发泡剂加入到制得的浆料中，充分搅拌均匀，制得浇注料。

[0065] S207、将浇注料搅拌均匀后，进行罐装吊运和泵送浇注在施工现场，找平、静养、固

化、养护完成地面的保温层。

[0066] 以上所述，仅为本申请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申请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申请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各种等效的修改或替

换，这些修改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申请的保护范围应以权利

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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