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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无石棉复合纤维增强硅酸

钙板及其制备方法，该硅酸钙板主要由水和以下

原料制成：消石灰19-21份、硅酸盐水泥24-26份、

硅藻土21-23份、石英砂24-26份、硅灰4.5-5 .5

份、偏高岭土3.5-4.5份、改性苎麻纤维4.5-5.5

份、岩棉纤维2.5-3.5份、硫酸钾1.6-1.8份；所述

改性苎麻纤维是将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溶于

乙醇水溶液中制成改性剂；向脱胶后的苎麻精干

麻纤维喷洒改性剂并拌和均匀，干燥除去乙醇制

得。该硅酸钙板以改性苎麻纤维、岩棉纤维复配

作为增强纤维，板材外观质量好，吸水率和湿涨

率低，具有较好的耐水耐湿性，力学性能高，抗冻

融、抗干湿循环性能好，性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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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石棉复合纤维增强硅酸钙板，其特征在于：主要由水和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

制成：

消石灰19-21份、硅酸盐水泥24-26份、硅藻土21-23份、石英砂24-26份、硅灰4.5-5 .5

份、偏高岭土3.5-4.5份、改性苎麻纤维4.5-5.5份、岩棉纤维2.5-3.5份、硫酸钾1.6-1.8份；

所述改性苎麻纤维是由以下方法制备的：将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溶于乙醇水溶液

中制成改性剂；向脱胶后的苎麻精干麻纤维喷洒所得改性剂并拌和均匀后，干燥除去乙醇

即得；其中，所述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的用量为苎麻精干麻纤维质量的1.2％-1.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石棉复合纤维增强硅酸钙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硅酸钙板在

制备时，水的用量满足水灰比为0.3-0.3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石棉复合纤维增强硅酸钙板，其特征在于：所述苎麻精干麻

纤维的长度不低于3mm，含胶量为4.0％-6.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石棉复合纤维增强硅酸钙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改性剂中，

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的质量分数为4.0％-6.0％。

5.一种如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无石棉复合纤维增强硅酸钙板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取配方量的改性苎麻纤维、岩棉纤维加入水中进行分散，得纤维混合液；

S2.将配方量的硅灰、偏高岭土和硫酸钾加入步骤S1所得纤维混合液中，持续分散得纤

维浆料；

S3.将配方量的消石灰、硅酸盐水泥、硅藻土、石英砂混合得干料；将所得干料与步骤S2

所得纤维浆料混合均匀，得混合浆料；

S4.将步骤S3所得混合浆料注入模具中加压成型得板坯；所得板坯经预养护、蒸压养

护、干燥，即得。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无石棉复合纤维增强硅酸钙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S4中，所述加压成型的压力为20-40MPa，保压时间为5-15min。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无石棉复合纤维增强硅酸钙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S4中，所述预养护是指室温条件下养护4-6h。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无石棉复合纤维增强硅酸钙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S4中，所述蒸压养护的温度为175℃-185℃，压力为1.0-1.2MPa，时间为6-8h。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无石棉复合纤维增强硅酸钙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S4中，所述干燥是指在100℃-110℃条件下干燥至板材含水量不超过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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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石棉复合纤维增强硅酸钙板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无石棉硅酸钙板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无石棉复合纤维增强硅酸钙

板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纤维增强硅酸钙板(简称硅酸钙板)是一种以硅质材料-钙质材料为主体胶结材

料，以无机矿物纤维、有机合成纤维或纤维素纤维为增强材料，辅以一定比例的助剂、水等

原料，经制浆、成型、高压蒸汽养护等工序制成的新型板状建筑材料；其具有轻质高强、防火

不燃、抗震防霉、易施工加工、隔热隔音、使用寿命长等特点；可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的隔墙

板、吊顶板，建筑物钢结构、承重件的防火包覆，经表面防水处理后也可用作建筑物的外墙

板和复合保温系统，尤其是高层建筑的大幅面外墙板。

[0003] 硅酸钙板自进入市场以来，很长时间内所用的增强纤维均是石棉纤维。石棉纤维

的比密度和容重都较小、在水中分散性好、导热率低、机械强度高、化学性质稳定(耐碱、耐

高温高压)，本是理想的增强纤维材料；但是石棉具有致癌性，在石棉粉尘或细小石棉纤维

悬浮严重的环境中长期工作易引起人体感染癌型间皮瘤和肺癌的可能，因此石棉及石棉纤

维的应用受到限制，无石棉硅酸钙板的研制及生产得到重视和发展。

[0004] 现有技术中，有些纤维的性能接近石棉纤维，但是大多数纤维具有严重的缺陷，如

不耐碱、不耐高温高压、与硅酸钙基体兼容性差、无增强性能等，并不适合用作硅酸钙板的

增强材料。目前，应用较广的石棉纤维替代材料是经过化学处理的针叶树木浆纤维，这是因

为磨浆后的针叶树木浆纤维具有与松解后的石棉纤维相似的工艺性能，具有一定的抗拉强

度，长度处于一定范围内(长度为1-6mm的纤维含量为60％-70％)，耐高温高湿性能好，且对

人体健康无害，有属于可再生的天然资源。现有技术也有采用阔叶树(如桉树)木浆为原料

制备纤维增强硅酸钙板，但是需要进一步优化改善阔叶树木浆制浆工艺，减少纤维损伤，才

能完全取代针叶树木浆。

[0005] 但是，我国的木材资源相对匮乏和紧缺，由于本来森林覆盖率就不高，为了保护林

区的树木资源，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又逐渐禁止商业性砍伐(尤其是针叶林资源)，导致我

国木材产量明显减少，以木材为原料的下游产业之间竞争激烈，因此以木浆纤维为增强材

料的纤维增强硅酸钙板厂家主要依赖进口木浆，价格及运输费用昂贵，限制了绿色环保无

石棉型纤维增强硅酸钙板的产业发展和应用。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无石棉复合纤维增强硅酸钙板。

[0007] 本发明的第二个目的是提供一种无石棉复合纤维增强硅酸钙板的制备方法。

[0008]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9] 一种无石棉复合纤维增强硅酸钙板，主要由水和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

[0010] 消石灰19-21份、硅酸盐水泥24-26份、硅藻土21-23份、石英砂24-26份、硅灰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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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份、偏高岭土3.5-4.5份、改性苎麻纤维4.5-5.5份、岩棉纤维2.5-3.5份、硫酸钾1.6-1.8

份；

[0011] 所述改性苎麻纤维是由以下方法制备的：将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溶于乙醇水

溶液中制成改性剂；向脱胶后的苎麻精干麻纤维喷洒所得改性剂并拌和均匀后，干燥除去

乙醇即得；其中，所述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的用量为苎麻精干麻纤维质量的1 .2％-

1.4％。

[0012] 所述硅酸钙板在制备时，水的用量满足水灰比为0.3-0.35。

[0013] 所述苎麻精干麻纤维的长度不低于3mm，含胶量为4.0％-6.0％。进一步的，所述苎

麻精干麻纤维的长度为3-8mm，直径为10-30μm。

[0014] 所述乙醇水溶液中乙醇与水的质量比为82:8。

[0015] 所述改性剂中，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的质量分数为4.0％-6.0％。

[0016] 一种上述的无石棉复合纤维增强硅酸钙板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7] S1.取配方量的改性苎麻纤维、岩棉纤维加入水中进行分散，得纤维混合液；

[0018] S2.将配方量的硅灰、偏高岭土和硫酸钾加入步骤S1所得纤维混合液中，持续分散

得纤维浆料；

[0019] S3.将配方量的消石灰、硅酸盐水泥、硅藻土、石英砂混合得干料；将所得干料与步

骤S2所得纤维浆料混合均匀，得混合浆料；

[0020] S4.将步骤S3所得混合浆料注入模具中加压成型得板坯；所得板坯经预养护、蒸压

养护、干燥，即得。

[0021] 步骤S1与S2中，所述分散为机械搅拌分散，搅拌转速为150-200rpm，搅拌分散的时

间为15-20min。

[0022] 步骤S4中，所述加压成型的压力为20-40MPa，保压时间为5-15min。

[0023] 步骤S4中，所述预养护是指室温条件下养护4-6h。

[0024] 步骤S4中，所述蒸压养护的温度为175℃-185℃，压力为1.0-1.2MPa，时间为6-8h。

[0025] 步骤S4中，所述干燥是指在100℃-110℃条件下干燥至板材含水量不超过7.0％。

[0026] 本发明的无石棉复合纤维增强硅酸钙板，主要由水和消石灰、硅酸盐水泥、硅藻

土、石英砂、硅灰、偏高岭土、改性苎麻纤维、岩棉纤维、硫酸钾制成。其中，消石灰为主要的

钙质材料，硅酸钙水泥为辅助的钙质材料，采用硅酸盐水泥辅助消石灰，有利于硅酸钙板的

成型和提高强度；硅藻土和石英砂是主要的硅质材料，石英砂中SiO2含量高，主要用于提高

强度等机械性能；硅藻土质轻多孔，一方面用于减轻硅酸钙板的质量，另一方面增强板材热

阻效应，降低其导热系数，使板材具有良好的隔热保温性能。上述硅质材料与钙质材料协同

作用，在蒸压过程中起化学反应生成托贝莫来石晶体，使板材具有良好的强度、力学性能和

尺寸稳定性。

[0027] 本发明中，硅灰和偏高岭土作为掺合料使用，利用硅灰和偏高岭土这些超细颗粒

的填充作用(尤其是硅灰的填充作用)，一方面填充了纤维与基体之间的孔隙，阻断孔隙结

构，减少毛细管效应，增加了纤维与基材的接触面积，从而提高了基材对纤维的握裹力，增

强了纤维与基材之间的界面结合力，降低缩胀、提高尺寸稳定性和力学性能。硅灰中非晶

态、高活性的SiO2含量达95％以上，有利于增进板材成型过程中料层之间的黏结，并且在蒸

压过程中促进托贝莫来石晶体的生成。偏高岭土含有的Al元素有利于硅酸钙水合物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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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托贝莫来石片状结构的稳定性；偏高岭土还能迅速与水泥水化生成的氢氧化钙反应生成

钙矾石和硅酸钙凝胶等黏性混合物，使不同位点的晶粒快速连接起来，形成骨架，填充于基

料与纤维间，提高纤维与基材的界面结合强度。上述掺合料同时还能降低水泥基材的碱性，

降低对纤维自身结构的破坏作用，提高纤维的增强效果。

[0028] 本发明采用改性苎麻纤维和岩棉纤维复配作为增强纤维材料，苎麻纤维采用脱胶

处理后的苎麻精干麻，由于前期的脱胶处理已经经历了高温、碱处理等操作，苎麻精干麻纤

维本身具有良好的耐碱、耐高温高压的性能。用少量的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对苎麻纤维

进行表面改性，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与苎麻纤维表面的亲水基团结合，在苎麻纤维表面

形成一层硅烷偶联剂分子膜，使得苎麻纤维表面由亲水性向疏水性转变，提高纤维表面的

拒水性和对纤维内部的保水性，从而把纤维保护起来，一方面提高纤维的抗碱性能，防止在

板材成型过程中碱性环境对纤维的过度损害导致纤维增强作用减弱或消失；另一方面提高

纤维的高温抗水性能，减少和阻挡后续蒸压养护时高温高压蒸汽对纤维的侵蚀和破坏，防

止纤维对板材的增强能力受到损害；同时，纤维的回潮率和吸湿性降低，也进一步降低了板

材的吸水性和湿涨率，提高板材耐冻融循环和耐浸泡干燥循环的能力，保持板材的强度和

尺寸稳定性。岩棉纤维作为无机纤维材料，具有密度小、导热系数低、不燃、化学稳定性好等

优点，保留少量的岩棉纤维与改性苎麻纤维复配，弥补植物纤维可燃及与粉体材料吸附力

不强的缺点，通过岩棉纤维与改性苎麻纤维之间的无规则勾缠和交联，提高增强纤维整体

上与基体的结合力，从而提高板材的强度和力学性能。

[0029] 本发明采用硫酸钾作为活化剂，提高石英砂等硅质材料的反应活性；在较短的养

护时间内，硫酸钾比硫酸钠能引起更高的硅酸链聚合度，采用硫酸钾作为活化剂可缩短蒸

压养护的时间，减少因蒸压养护时间过长对增强纤维的损害。

[0030] 本发明的制备方法中，将改性苎麻纤维、岩棉纤维加入水中进行分散得纤维混合

液，使岩棉纤维与改性苎麻纤维之间产生无规则勾缠和交联；再将硅灰、偏高岭土和硫酸钾

加入所得纤维混合液中持续分散得纤维浆料，使得硅灰、偏高岭土这些超细粉料由于吸附

作用附着在岩棉纤维与改性苎麻纤维的表面、缝隙及交缠结点处，使其在最终成型时填充

在纤维与基体之间，阻断孔隙，增强两者的结合力。

[0031] 本发明的无石棉复合纤维增强硅酸钙板(原板)成品表面无裂纹、分层、脱皮、鼓泡

现象，也无明显的掉角、掉边，满足外观质量要求；厚度和表观密度均不低于设计要求，且尺

寸偏差在规定范围内。经检测，所得板材的吸水率在20.83％以下，湿涨率在0.17％以下，这

说明该硅酸钙板中复合纤维增强料与基体间的结合较为紧密，孔隙小，不易吸水，具有较好

的耐水耐湿性；所得板材的不燃性满足GB8624不燃性A级的要求，不透水性检测持续24h后

板的底面无水滴出现，符合不透水性要求。在力学性能检测试验中，所得板材的饱水抗折强

度分别为13.55MPa、13.72MPa、13.46MPa，均不低于13MPa，符合A类和B类板材R3级强度要

求。在抗冻试验中，经过100次冻融循环，所得板材的饱水抗折强度仍在10.84MPa以上，抗折

强度比率在80.44％以上，强度损失小，具有良好的抗冻性能；在浸泡-干燥试验中，所得板

材的饱水抗折强度仍在10.31MPa以上，抗折强度比率76.09％以上，强度损失小，具有良好

的抗干湿循环性，性质稳定。所得无石棉复合纤维增强硅酸钙板的综合性能优异，可替代现

有木浆纤维或纸纤维增强硅酸钙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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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33] 具体实施方式中，所用消石灰为市售熟石灰，有效氧化钙含量不低于90％。所用硅

酸盐水泥为市售42.5级的普通硅酸盐水泥。所用硅藻土为市售工业级，SiO2含量不低于

99％。所用石英砂为市售磨细石英砂，粒径为200-300目，SiO2含量不低于99％。所用硅灰的

粒径为0.1-0.3μm，SiO2含量不低于95％。所述偏高岭土为市售商品，是由高岭土在800℃煅

烧4h制成的，平均粒径不大于1.0μm，比重为2.58g/cm3，活性为35％-40％。

[0034] 具体实施方式中，所用脱胶后的苎麻精干麻纤维的长度为3-8mm，直径为10-30μm，

平均含胶量(果胶率)为4.7％，含水率≤10％。所用岩棉纤维为市售商品，主要由玄武岩制

成，堆积密度为15kg/m3，直径为3-8μm，长度为3-8mm，含水率≤10％。

[0035] 实施例1

[0036] 本实施例的无石棉复合纤维增强硅酸钙板，由水和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消

石灰19份、硅酸盐水泥26份、硅藻土21份、磨细石英砂26份、硅灰4.5份、偏高岭土4.5份、改

性苎麻纤维4.5份、岩棉纤维3.5份、硫酸钾1.6份；水灰比为0.32；

[0037] 所述改性苎麻纤维是由以下方法制备的：将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溶于乙醇水

溶液(乙醇与水的质量比为82:8)中制成质量浓度为5.0％的改性剂；向脱胶后的苎麻精干

麻纤维喷洒所得改性剂并拌和均匀后，85℃干燥除去乙醇(乙醇回收循环使用)即得；其中，

所述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的用量为苎麻精干麻纤维质量的1.2％。

[0038] 本实施例的无石棉复合纤维增强硅酸钙板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9] S1.取配方量改性苎麻纤维、岩棉纤维的混合物加入水中，以200rpm的转速进行搅

拌分散20min，得纤维混合液；

[0040] S2.将配方量的硅灰、偏高岭土和硫酸钾加入步骤S1所得纤维混合液中，以200rpm

的转速持续搅拌分散20min得纤维浆料；

[0041] S3.将配方量的消石灰、硅酸盐水泥、硅藻土、磨细石英砂混合得干料；将所得干料

与步骤S2所得纤维浆料混合均匀，得混合浆料；

[0042] S4.将步骤S3所得混合浆料注入模具中，加压20MPa并保压10min成型得板坯；

[0043] 所得板坯经室温下预养护4h后脱模，再在温度为175℃、压力为1.2MPa的条件下蒸

压养护7h，后在105℃条件下干燥至板材含水量低于7.0％，即得所述无石棉复合纤维增强

硅酸钙板。

[0044] 实施例2

[0045] 本实施例的无石棉复合纤维增强硅酸钙板，由水和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消

石灰20份、硅酸盐水泥25份、硅藻土22份、磨细石英砂25份、硅灰5.0份、偏高岭土4.0份、改

性苎麻纤维5.0份、岩棉纤维3.0份、硫酸钾1.7份；水灰比为0.32；

[0046] 所述改性苎麻纤维是由以下方法制备的：将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溶于乙醇水

溶液(乙醇与水的质量比为82:8)中制成质量浓度为5.0％的改性剂；向脱胶后的苎麻精干

麻纤维喷洒所得改性剂并拌和均匀后，85℃干燥除去乙醇(乙醇回收循环使用)即得；其中，

所述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的用量为苎麻精干麻纤维质量的1.3％。

[0047] 本实施例的无石棉复合纤维增强硅酸钙板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8] S1.取配方量改性苎麻纤维、岩棉纤维的混合物加入水中，以200rpm的转速进行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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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分散20min，得纤维混合液；

[0049] S2.将配方量的硅灰、偏高岭土和硫酸钾加入步骤S1所得纤维混合液中，以200rpm

的转速持续分散20min得纤维浆料；

[0050] S3.将配方量的消石灰、硅酸盐水泥、硅藻土、磨细石英砂混合得干料；将所得干料

与步骤S2所得纤维浆料混合均匀，得混合浆料；

[0051] S4.将步骤S3所得混合浆料注入模具中，加压20MPa并保压10min成型得板坯；

[0052] 所得板坯经室温下预养护5h后脱模，再在温度为180℃、压力为1.1MPa的条件下蒸

压养护6h，后在105℃条件下干燥至板材含水量低于7.0％，即得所述无石棉复合纤维增强

硅酸钙板。

[0053] 实施例3

[0054] 本实施例的无石棉复合纤维增强硅酸钙板，由水和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消

石灰21份、硅酸盐水泥24份、硅藻土23份、磨细石英砂24份、硅灰5.5份、偏高岭土3.5份、改

性苎麻纤维5.5份、岩棉纤维2.5份、硫酸钾1.8份；水灰比为0.32；

[0055] 所述改性苎麻纤维是由以下方法制备的：将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溶于乙醇水

溶液(乙醇与水的质量比为82:8)中制成质量浓度为5.0％的改性剂；向脱胶后的苎麻精干

麻纤维喷洒所得改性剂并拌和均匀后，85℃干燥除去乙醇(乙醇回收循环使用)即得；其中，

所述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的用量为苎麻精干麻纤维质量的1.4％。

[0056] 本实施例的无石棉复合纤维增强硅酸钙板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7] S1.取配方量改性苎麻纤维、岩棉纤维的混合物加入水中，以200rpm的转速进行搅

拌分散20min，得纤维混合液；

[0058] S2.将配方量的硅灰、偏高岭土和硫酸钾加入步骤S1所得纤维混合液中，以200rpm

的转速持续分散20min得纤维浆料；

[0059] S3.将配方量的消石灰、硅酸盐水泥、硅藻土、磨细石英砂混合得干料；将所得干料

与步骤S2所得纤维浆料混合均匀，得混合浆料；

[0060] S4.将步骤S3所得混合浆料注入模具中，加压20MPa并保压10min成型得板坯；

[0061] 所得板坯经室温下预养护6h后脱模，再在温度为185℃、压力为1.0MPa的条件下蒸

压养护6h，后在105℃条件下干燥至板材含水量低于7.0％，即得所述无石棉复合纤维增强

硅酸钙板。

[0062] 按照《JC/T  564.1-2018纤维增强硅酸钙板第1部分：无石棉硅酸钙板》的规定，对

上述所得的无石棉复合纤维增强硅酸钙板(原板)进行性能检测，结果如表1所示。

[0063] 实施例1-3所得无石棉复合纤维增强硅酸钙板的性能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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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0065] 从表1可以看出，实施例1-3所得无石棉复合纤维增强硅酸钙板(原板)成品表面无

裂纹、分层、脱皮、鼓泡现象，也无明显的掉角、掉边，满足外观质量要求；实施例1-3的板材

厚度设计要求为10mm、表观密度设计要求为1.25g/cm2，实际测量结果中厚度和表观密度均

不低于设计要求，且尺寸偏差在规定范围内。经检测，所得板材的吸水率在20.83％以下，湿

涨率在0.17％以下，这说明该硅酸钙板中复合纤维增强料与基体间的结合较为紧密，孔隙

率小，不易吸水，具有较好的耐水耐湿性；所得板材的不燃性满足GB8624不燃性A级的要求，

不透水性检测持续24h后板的底面无水滴出现，符合不透水性要求。在力学性能检测试验

中，实施例1-3所得板材的饱水抗折强度分别为13.55MPa、13.72MPa、13.46MPa，均不低于

13MPa，符合A类和B类板材R3级强度要求。在抗冻试验中，经过100次冻融循环，所得板材的

饱水抗折强度仍在10.84MPa以上，抗折强度比率80.44％以上，强度损失小，具有良好的抗

冻性能；在浸泡-干燥试验中，所得板材的饱水抗折强度仍在10.31MPa以上，抗折强度比率

76.09％以上，强度损失小，具有良好的抗干湿循环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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