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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建筑材料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

种轻质相变蜂窝混凝土板及其制备方法。所述混

凝土板的制备原料如下：水泥、粉煤灰、相变材

料、发泡剂、减水剂、速凝剂、纤维和水。本发明轻

质相变蜂窝混凝土板自身强度高，自重轻，闭孔

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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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轻质相变蜂窝混凝土板，其特征在于，由下列重量份的原料制成：

快硬硫铝酸盐水泥：2-80  份；

普通硅酸盐水泥：0-80份；

粉煤灰：2-40份；

相变材料：10-30份；

发泡剂：  4-11份；

减水剂：0.1-1份；

速凝剂：1-3.5份；

纤维：0.2-1份；

水：42-55份；

所述相变材料为核壳结构的颗粒，从外向内分别为52.5Mpa水泥、40-50℃熔点石蜡、

60-65℃熔点石蜡三种材料组成的颗粒，颗粒半径为0.5-2mm，其中水泥厚度为0.05-0.1mm，

40-50℃熔点石蜡厚度为0.1-1mm，60-65℃熔点石蜡厚度为0.35-1mm。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轻质相变蜂窝混凝土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减水剂为聚羧酸减

水剂；所述的发泡剂为质量浓度不低于25%的双氧水；所述的速凝剂为粉状硅酸钠；所述的

纤维为长度3-8mm的聚丙烯纤维。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轻质相变蜂窝混凝土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快硬硫铝酸盐水泥应

为标号42.5Mpa以上；所述普通硅酸盐水泥应为标号32.5Mpa以上；所述的粉煤灰满足0.08

毫米方孔筛筛余量小于10%，含碳量低于10%。

4.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轻质相变蜂窝混凝土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水泥、粉

煤灰、相变材料、速凝剂、纤维混合均匀，之后加入水和减水剂混合均匀，加入发泡剂混合均

匀，发泡2-5h形成蜂窝混凝土块体，分割获得蜂窝混凝土板。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轻质相变蜂窝混凝土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加入水和减水

剂后搅拌1-5min。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轻质相变蜂窝混凝土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加入发泡剂后

搅拌0.5-2min。

7.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轻质相变蜂窝混凝土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水加入时温度

为2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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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变材料、轻质相变蜂窝混凝土板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材料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相变材料、轻质相变蜂窝混凝土板

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些年来，建筑火灾频繁发生，对保温材料的防火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机保

温材料因具有防火性能好、耐老化、变形系数小且与墙体接近、与墙体粘结强度高等优点，

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研发导热系数小于0.05W/m.k且造价较低的蜂窝混凝土板来代替聚

苯板和挤塑板，从而解决现有保温板易老化、稳定性差、耐久性差、与墙体粘结强度低等缺

点成为无机保温材料研究的一个方向。

[0003] 近几年，无机保温材料也取得不少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轻质混凝土方面。中国专

利申请200710055329.8中提供了一种蜂窝混凝土，可以解决目前的砖或混凝土等建筑材料

不能满足建筑中轻质、节能、环保需要的问题。但该发明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用到的蜂

窝剂组成复杂，不利于蜂窝混凝土材料的质量控制；二是生产工艺不合理，只能用于生产砌

块或墙体，很难生产出密度小于200kg/m3的板材；三是其导热系数较大，通过对其实施例进

行测定，导热系数均大于0.08W/(m.K)。申请号为200910305328.3的申请中，用到大量的玻

化微珠，存在重量大、易破碎、吸水率高的缺点。总的来说，目前轻质蜂窝混凝土板其优点

是：导热系数较低，保温效果好，不燃烧，与墙体粘结力强，无毒害放射物质、环保，与建筑物

使用寿命同期，而且施工简便、快捷。技术性能优于泡沫玻璃、泡沫陶瓷、酚醛泡沫板、聚苯

颗粒、聚苯板、挤塑板等墙体保温材料。其缺点是强度低(脆)，吸水率高，自重较大，无法与

聚苯板、挤塑板等墙体保温材料相比，同时闭孔率差，部分存在表面裂纹、粉化情况。

[0004] 实际上，太阳辐射强度及作用时间对墙体温度场影响明显，尤其是保温层以外的

部分，北墙、东墙接收太阳辐射较少，南墙、西墙相对较多。以北京为例，在夏季，各朝向墙体

表面温度西墙约为60℃，南墙约为50℃，东墙约为50℃，北墙约为45℃，墙体表面昼夜温差

达34℃，因墙体内外侧变形不同很容易导致保温层外表面产生开裂或脱落。

[0005] 另一方面，相变储能建筑材料应用于建材的研究始于1982年，由美国能源部太阳

能公司发起。随后，相变材料PCM在混凝土试块、石膏墙板等建筑材料中的研究和应用一直

方兴未艾。2008年，国外又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建筑材料固液共晶相变材料，在墙板或轻型混

凝土预制板中浇注这种相变材料，可以保持室内温度适宜。另欧美有多家公司利用相变材

料PCM生产销售室外通讯接线设备和电力变压设备的专用小屋，可在冬夏天均保持在适宜

的工作温度。相变材料与建筑材料的复合工艺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将PCM密封在合适

的容器内；将PCM密封后置入建筑材料中；通过浸泡将PCM渗入多孔的建材基体(如石膏墙

板、水泥混凝土试块等)；将PCM直接与建筑材料混合。就目前来说，现存的问题主要在相变

储能建筑材料耐久性和经济性两个方面。耐久性问题主要有相变材料在循环过程中热物理

性质的退化、相变材料易从基体泄漏、相变材料对基体材料的作用问题。经济性的问题是相

变材料的加入增加了施工工序和工程预算，以致丧失了与传统材料的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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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新型的相变材料、利用该相变材料制作的轻质相变蜂

窝混凝土板及其制备方法，解决蜂窝混凝土自身强度低(脆)，吸水率高，自重较高，闭孔率

差，粉化的现状。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8] 一种相变材料，所述相变材料为核壳结构的颗粒，从外向内分别为52.5Mpa水泥、

40-50℃熔点石蜡、60-65℃熔点石蜡三种材料组成的颗粒，颗粒半径为0.5-2mm，其中水泥

厚度为0.05-0.1mm，40-50℃熔点石蜡厚度为0.1-1mm，60-65℃熔点石蜡厚度为0.35-1mm。

[0009] 石蜡熔点可以有一定范围变化，具体数值是根据夏季墙体表面的温度确定，上述

温度更适合河南地区。

[0010] 所述的相变材料的制备方法优选如下进行：首先选取高熔点的石蜡制作成石蜡颗

粒，再把高熔点的石蜡颗粒放入融化的低熔点石蜡液体内，制备出复合石蜡颗粒，并在复合

石蜡颗粒表面粘附上干燥的52.5Mpa水泥颗粒。

[0011] 利用上述相变材料制备轻质相变蜂窝混凝土板，所述混凝土板由下列重量份的原

料制成：

[0012] 快硬硫铝酸盐水泥：2-80份；

[0013] 普通硅酸盐水泥：0-80份；

[0014] 粉煤灰：2-40份；

[0015] 相变材料：10-30份；

[0016] 发泡剂：4-11份；

[0017] 减水剂：0.1-1份；

[0018] 速凝剂：1-3.5份；

[0019] 纤维：0.2-1份；

[0020] 水：42-55份。

[0021] 所述快硬硫铝酸盐水泥应为标号42 .5Mpa以上；所述普通硅酸盐水泥应为标号

32.5Mpa以上；所述的粉煤灰满足0.08毫米方孔筛筛余量小于10％，含碳量低于10％，可以

选电厂研磨后的干煤灰，以增加资源回收利用率，减少污染。其中，对粉煤灰粒径的控制是

为了实现在碱性环境条件下，粉煤灰的活性更容易激发，使其化学反应更顺畅的进行，不仅

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还可以降低产品的成本。

[0022] 所述的减水剂为聚羧酸减水剂；所述的发泡剂为质量浓度不低于25％的双氧水；

所述的速凝剂为粉状硅酸钠；所述的纤维为长度3-8mm的聚丙烯纤维。

[0023] 本发明的轻质相变蜂窝混凝土板，在满足建筑节能的性能指标的基础上，成本更

为经济。

[0024] 本发明进一步提供了一种优选的所述轻质相变蜂窝混凝土板的制备方法，将水

泥、粉煤灰、相变材料、速凝剂、纤维混合均匀，之后加入水和减水剂混合均匀，加入发泡剂

混合均匀，发泡2-5h形成蜂窝混凝土块体，分割获得蜂窝混凝土板。

[0025] 其中，加入水和减水剂后搅拌1-5min。

[0026] 加入发泡剂后搅拌0.5-2min。

[0027] 所述水可选用普通饮用水，温度控制在2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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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从原料上来讲，由于双氧水和水泥之间反应很快，会释放大量热量，经过30-40分

钟内部温度高达90℃，此条件下水泥气泡中的水分很快蒸发，导致水泥泡开裂穿孔，使产品

干缩开裂。本发明中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添加复合相变材料，因石蜡颗粒表面很

光滑，所形成蜂窝状泡孔体是封闭型的，同时随着蜂窝块体内部温度的不断升高，外侧的石

蜡将会融化，也将阻止水分的蒸发，有利于水泥的水化反应，随着蜂窝块体内温度降低到正

常温度，融化的石蜡将会在泡孔体内重新凝固为固态，并对泡孔壁上缝隙进行填充，从而水

泥蜂窝状泡孔体达到憎水效果和良好的保温效果。即采用本发明的相变材料后，不仅可以

吸收能量，而且对蜂窝状泡孔体产生的裂缝可进行自行修复，从而保证了轻质相变蜂窝混

凝土板良好的保温效果。此外，还可以提高轻质相变蜂窝混凝土板的力学性能。

[0029] 本发明所述的轻质相变蜂窝混凝土板具有以下优点：早期抗折抗压强度高，后期

强度不倒缩；含有石蜡可以调节板材的温度和材料抗裂性能，不龟裂；制作过程简便，其导

热系数可控制在0.03-0.055W/(m.K)，抗压强度可在0.1-0.8MPa间变化，体积密度可控制在

100-200kg/m3，形成蜂窝泡体的直径为1-5mm，且为相互不连通的封闭的气泡群，具有极佳

的耐火及隔热性能。

[0030] 所述轻质相变蜂窝混凝土板制作及施工十分便利，既可以工厂制作，又可以现场

制作。施工时，能刨、锯、钉等，作为防火隔离带，可按照聚苯乙烯板的施工方法进行施工，最

大限度地节省施工周期；作为墙板可与任何结构体系配套使用，降低建筑物的重量，相同面

积或体积的本发明产品材料的重量仅为砖墙的八分之一，大幅度减轻荷载，减少了混凝土

基础及钢结构架的承载力，降低了其它材料的消耗。

[0031]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

[0032] 本发明轻质相变蜂窝混凝土板自身强度高，吸水率小于6％，自重轻，闭孔率在

92％以上；解决了传统墙体保温材料潜热值较低、抗压强度低、容易受气候变化影响产生伸

缩裂缝、从而造成材料抗老化性能差，粘结力丧失而脱落，导致整个建筑保温体系失效、甚

至造成安全隐患的问题。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以下以具体实施例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此：

[0034] 实施例1-6的制备轻质相变蜂窝混凝土板的原料重量组成以及性能参数详见表1：

[0035]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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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0037]

[0038] 上述实施例得到的轻质相变蜂窝混凝土板的蜂窝泡体直径为1-8mm。

[0039] 实施例中所述的减水剂为聚羧酸减水剂；所述的发泡剂为质量浓度27.5％的双氧

水；所述的速凝剂为粉状硅酸钠；所述的纤维为长度3-8mm的聚丙烯纤维。

[0040] 所述防火耐温蜂窝混凝土板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1] (1)制备相变材料，首先选取60-65度高熔点的石蜡制作成石蜡颗粒，再把高熔点

的石蜡颗粒放入融化的40-50度低熔点石蜡液体内，制备出复合石蜡颗粒，并在复合石蜡颗

粒表面粘附上干燥的52.5Mpa水泥颗粒，以保证相变材料和其他材料搅拌的均匀性，颗粒半

径为0.5-2mm。

[0042] (2)按比例称取水泥、粉煤灰、相变材料、速凝剂、纤维混合均匀；

[0043] (3)按比例称取水和减水剂，加到2)混合均匀的材料内搅拌3.5min获得均匀的浆

体；

[0044] (4)按比例称取发泡剂，加到3)均匀的浆体内，搅拌0.8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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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5)把4)搅拌均匀的材料浇注于模具内开始发泡，3h后形成蜂窝混凝土块体；

[0046] (6)按要求将蜂窝混凝土块体分割成蜂窝混凝土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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