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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及其

制备方法，属于建筑材料技术领域。所述轻质水

泥基多孔材料按质量份数计，由以下组分组成：

水泥185~280份、粉煤灰20~70份、硅灰5~14份、化

学发泡剂8.3~16.8份、减水剂1~2份、稳泡剂0.3~
0.45份、纤维1.85~8.40份、憎水剂0.5~2.0份、水

102~168份。按照本发明中配比形成的轻质水泥

基多孔材料的抗压强度≥0.40MPa，抗拉强度≥

0.13MPa；掺加粉煤灰及硅灰不仅能够减少水泥

用量而且能够消除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应力产

生的裂缝，有利于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后期强度

的提高；料浆中加入纤维来增强轻质水泥基多孔

材料的抗裂性能；憎水剂能够减少轻质水泥基多

孔材料中孔隙和填塞毛细通道，降低轻质水泥基

多孔材料的吸水性或在静水压力下的透水性，改

善抗渗性，提高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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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按质量份数计，由

以下组分组成：

水泥185~280份、粉煤灰20~70份、硅灰5~14份、化学发泡剂8.3~16.8份、减水剂1~2份、

稳泡剂0.3~0.45份、纤维1.85~8.40份、憎水剂0.5~2.0份、水102~168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为P.Ⅱ52.5硅酸

盐水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粉煤灰为CaO含量小

于10%，且表面积为350~360m
2/kg的低钙灰。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硅灰的平均粒径为

0.1um，所述硅灰的SiO2含量≥95.4%。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化学发泡剂为质量分

数为27.5%的过氧化氢溶液。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减水剂为聚羧酸减水

剂，且所述减水剂的减水率大于3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稳泡剂包括以下组

分：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和无机盐，其中，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的含量≥90.0%，无机盐总量的含

量≤2.0%。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纤维为长度为6~8mm

的聚丙烯纤维。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憎水剂包括以下组

分：无水氯化钙和氢氧化铵沉淀物，其中，无水氯化钙的含量≥96.0%，氢氧化铵沉淀物的含

量≤0.015%。

10.权利要求1至9任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制备方法包括：

步骤1、以质量份数计，按照水泥185~280份、粉煤灰20~70份、硅灰5~14份、化学发泡剂

8.3~16.8份、减水剂1~2份、稳泡剂0.3~0.45份、纤维1.85~8.40份、憎水剂0.5~2.0份、水102

~168份进行称量，水的温度为30~350℃；

步骤2、将步骤1中称量得到的所述水泥、所述粉煤灰、所述硅灰、所述减水剂、所述稳泡

剂、所述纤维和所述憎水剂混合搅拌均匀后，加入步骤1中称量得到的水并搅拌均匀，得到

料浆；

步骤3、将步骤1中称量得到的所述化学发泡剂加入步骤2中得到的料浆中，搅拌均匀后

浇注入模，经过静置发泡形成试块，待试块凝结硬化后拆模放入温度为17~23℃、相对湿度

在95%以上的标准养护室进行养护，得到所述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的试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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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材料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保温隔热材料是指具有防止建筑物内部热量损失或隔绝外界热量传入的材料。在

建筑领域，保温材料主要负责围护结构在冬季保持室内适当温度的能力；隔热材料主要负

责围护结构在夏季隔离热辐射和室外高温的影响，使室内温度保持适当温度的能力。

[0003] 保温隔热材料的种类很多，也有很多不同的分类方法，根据保温隔热材料的材质

可以分为有机保温隔热材料和无机保温隔热材料。有机保温隔热材料虽然具有良好的保温

隔热性能、质量轻、可加工性强、材料的致密性好等诸多优点；但其存在一些显著的缺点，如

变形系数大、在使用过程中极易发生形变，材料的耐久性差、使用一段时间后会逐渐老化，

稳定性较差，安全性不高、极易燃烧，在施工过程中的难度较大，工程成本较高等。无机保温

隔热材料因其防火性好、阻燃性强、变形系数极小、抗老化性能极强、性能稳定、在施工过程

中可以与墙基面和抹层面很好地结合、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高等优点，使其成为目前为止

应用效果最好、最理想的保温隔热材料之一。

[0004] 水泥基多孔材料是无机保温隔热材料的一种，水泥基多孔材料除了具备以上多种

优异性能外，在制作过程中还可以掺加大量工业废渣，这样，不仅有效利用资源、变废为宝、

利于环保，而且还大大降低了水泥基多孔材料的成本。然而建筑工程中要求水泥基多孔材

料试件的抗压强度≥0.40MPa，但是实际研究中测得水泥基多孔材料试件的抗压强度时常

达不到要求。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现有的水泥基多孔材料的抗压强度达不到要求的问题，一方面，本发明

提供一种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所述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按质量份数计，由以下组分组成：

[0006] 水泥185～280份、粉煤灰20～70份、硅灰5～14份、化学发泡剂8.3～16.8份、减水

剂1～2  份、稳泡剂0.3～0.45份、纤维1.85～8.40份、憎水剂0.5～2.0份、水102～168份。

[0007] 所述水泥为P.Ⅱ52.5硅酸盐水泥。

[0008] 所述粉煤灰为CaO含量小于10％，且表面积为350～360m2/kg的低钙灰。

[0009] 所述硅灰的平均粒径为0.1um，所述硅灰的SiO2含量≥95.4％。

[0010] 所述化学发泡剂为质量分数为27.5％的过氧化氢溶液。

[0011] 所述减水剂为聚羧酸减水剂，且所述减水剂的减水率大于30％。

[0012] 所述稳泡剂包括以下组分：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和无机盐，其中，十二烷基苯磺酸钠

的含量≥90.0％，无机盐总量的含量≤2.0％。

[0013] 所述纤维为长度为6～8mm的聚丙烯纤维。

[0014] 所述憎水剂包括以下组分：无水氯化钙和氢氧化铵沉淀物，其中，无水氯化钙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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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96.0％，氢氧化铵沉淀物的含量≤0.015％。

[0015] 另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所述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的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

包括：

[0016] 步骤1、以质量份数计，按照水泥185～280份、粉煤灰20～70份、硅灰5～14份、化学

发泡剂8.3～16.8份、减水剂1～2份、稳泡剂0.3～0.45份、纤维1.85～8.40份、憎水剂0.5～

2.0份、水102～168份进行称量，水的温度为30～350℃；

[0017] 步骤2、将步骤1中称量得到的所述水泥、所述粉煤灰、所述硅灰、所述减水剂、所述

稳泡剂、所述纤维和所述憎水剂混合搅拌均匀后，加入步骤1中称量得到的水并搅拌均匀，

得到料浆；

[0018] 步骤3、将步骤1中称量得到的所述化学发泡剂加入步骤2中得到的料浆中，搅拌均

匀后浇注入模，经过静置发泡形成试块，待试块凝结硬化后拆模放入温度为17～23℃、相对

湿度在95％以上的标准养护室进行养护，得到所述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的试块。

[0019] 通过以上技术方案，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0] 按照本发明中配比形成的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的抗压强度≥0.40MPa，抗拉强度

≥  0.13MPa；掺加粉煤灰及硅灰不仅能够减少水泥用量而且能够消除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

应力产生的裂缝，有利于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后期强度的提高；料浆中加入适量的纤维来

增强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的抗裂性能；憎水剂能够减少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中孔隙和填塞

毛细通道，降低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的吸水性或在静水压力下的透水性，可改善轻质水泥

基材料的抗渗性，提高轻质水泥基材料的耐久性。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实施例1

[0022] 为了解决现有的水泥基多孔材料的抗压强度达不到要求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

种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该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按质量份数计，由以下组分组成：

[0023] 水泥185～280份、粉煤灰20～70份、硅灰5～14份、化学发泡剂8.3～16.8份、减水

剂1～2  份、稳泡剂0.3～0.45份、纤维1.85～8.40份、憎水剂0.5～2.0份、水102～168份。

[0024] 优选地，本发明中的水泥为P.Ⅱ52.5硅酸盐水泥。

[0025] 优选地，本发明中的粉煤灰为CaO含量小于10％，且表面积为350～360m2/kg的低

钙灰。

[0026] 优选地，本发明中的硅灰的平均粒径为0.1um，硅灰的SiO2含量≥95.4％。

[0027] 优选地，本发明中的化学发泡剂为质量分数为27.5％的过氧化氢溶液。

[0028] 优选地，本发明中的减水剂为聚羧酸减水剂，且所述减水剂的减水率大于30％。

[0029] 优选地，本发明中的稳泡剂包括以下组分：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和无机盐，其中，十

二烷基苯磺酸钠的含量≥90.0％，无机盐总量的含量≤2.0％，本发明中，无机盐可以为硝

酸铵或氯化铵。

[0030] 优选地，本发明中的纤维为长度为6～8mm的聚丙烯纤维。

[0031] 优选地，本发明中的憎水剂为粉末状，憎水剂包括以下组分：无水氯化钙和氢氧化

铵沉淀物，其中，无水氯化钙的含量≥96.0％，氢氧化铵沉淀物的含量≤0.015％。

[0032] 按照本发明中配比形成的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的抗压强度≥0.40MPa，抗拉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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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3MPa；掺加粉煤灰及硅灰不仅能够减少水泥用量而且能够消除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

应力产生的裂缝，有利于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后期强度的提高；料浆中加入适量的纤维来

增强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的抗裂性能；憎水剂能够减少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中孔隙和填塞

毛细通道，降低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的吸水性或在静水压力下的透水性，可改善轻质水泥

基材料的抗渗性，提高轻质水泥基材料的耐久性。

[0033] 实施例2

[0034] 本实施例提供了本发明中的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的制备方法，该制备方法包括：

[0035] 步骤1、以质量份数计，按照水泥185～280份、粉煤灰20～70份、硅灰5～14份、化学

发泡剂8.3～16.8份、减水剂1～2份、稳泡剂0.3～0.45份、纤维1.85～8.40份、憎水剂0.5～

2.0份、水102～168份进行称量，水的温度为30～350℃；

[0036] 步骤2、将步骤1中称量得到的水泥、粉煤灰、硅灰、减水剂、稳泡剂、纤维和憎水剂

混合搅拌均匀后，加入步骤1中称量得到的水并搅拌均匀，得到料浆；

[0037] 步骤3、将步骤1中称量得到的化学发泡剂加入步骤2中得到的料浆中，搅拌均匀后

浇注入模，经过静置发泡形成高度为35～40mm的试块，待试块凝结硬化后拆模放入温度为 

17～23℃、相对湿度在95％以上的标准养护室进行养护，养护时间为7～28小时，得到轻质

水泥基多孔材料。

[0038] 实施例3

[0039]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该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按质量份数

计，由以下组分组成：

[0040] 水泥185份、粉煤灰20份、硅灰5份、化学发泡剂8.3份、减水剂1份、稳泡剂0.3份、纤

维1.85份、憎水剂0.5份、水102份。

[0041] 制备过程：

[0042] 步骤1、以质量份数计，按照水泥185份、粉煤灰20份、硅灰5份、化学发泡剂8.3份、

减水剂1份、稳泡剂0.3份、纤维1.85份、憎水剂0.5份、水102份进行称量，水的温度为  30℃；

[0043] 步骤2、将步骤1中称量得到的水泥、粉煤灰、硅灰、减水剂、稳泡剂、纤维和憎水剂

混合搅拌均匀后，加入步骤1中称量得到的水并搅拌均匀，得到料浆；

[0044] 步骤3、将步骤1中称量得到的化学发泡剂加入步骤2中得到的料浆中，搅拌均匀后

浇注入模，经过静置发泡形成高度为35mm的试块，待试块凝结硬化后拆模放入温度为17℃、

相对湿度在95％以上的标准养护室进行养护，养护时间为7小时，得到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

的试块。

[0045] 抗压测试结果：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的试块的抗压强度为0.72Mpa。

[0046] 实施例4

[0047]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该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按质量份数

计，由以下组分组成：

[0048] 水泥280份、粉煤灰70份、硅灰14份、化学发泡剂16.8份、减水剂2份、稳泡剂0.45 

份、纤维8.4份、憎水剂2.0份、水168份。

[0049] 制备过程：

[0050] 步骤1、以质量份数计，按照水泥280份、粉煤灰70份、硅灰14份、化学发泡剂16.8 

份、减水剂2份、稳泡剂0.45份、纤维8.4份、憎水剂2.0份、水168份进行称量，水的温度为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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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1] 步骤2、将步骤1中称量得到的水泥、粉煤灰、硅灰、减水剂、稳泡剂、纤维和憎水剂

混合搅拌均匀后，加入步骤1中称量得到的水并搅拌均匀，得到料浆；

[0052] 步骤3、将步骤1中称量得到的化学发泡剂加入步骤2中得到的料浆中，搅拌均匀后

浇注入模，经过静置发泡形成高度为40mm的试块，待试块凝结硬化后拆模放入温度为23℃、

相对湿度在95％以上的标准养护室进行养护，养护时间为28小时，得到轻质水泥基多孔材

料。

[0053] 抗压测试结果：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的试块的抗压强度为0.89MPa。

[0054] 实施例5

[0055]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该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按质量份数

计，由以下组分组成：

[0056] 水泥232.5份、粉煤灰45份、硅灰9.5份、化学发泡剂12.6份、减水剂1.5份、稳泡剂

0.375份、纤维5.125份、憎水剂1.25份、水135份。

[0057] 制备过程：

[0058] 步骤1、以质量份数计，按照水泥232 .5份、粉煤灰45份、硅灰9.5份、化学发泡剂

12.6  份、减水剂1.5份、稳泡剂0.375份、纤维5.125份、憎水剂1.25份、水135份进行称量，水

的温度为55℃；

[0059] 步骤2、将步骤1中称量得到的水泥、粉煤灰、硅灰、减水剂、稳泡剂、纤维和憎水剂

混合搅拌均匀后，加入步骤1中称量得到的水并搅拌均匀，得到料浆；

[0060] 步骤3、将步骤1中称量得到的化学发泡剂加入步骤2中得到的料浆中，搅拌均匀后

浇注入模，经过静置发泡形成高度为37mm的试块，待试块凝结硬化后拆模放入温度为20℃、

相对湿度在95％以上的标准养护室进行养护，养护时间为15小时，得到轻质水泥基多孔材

料。

[0061] 抗压测试结果：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的试块的抗压强度为0.82MPa。

[0062] 实施例6

[0063]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该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按质量份数

计，由以下组分组成：

[0064] 水泥220份、粉煤灰60份、硅灰12份、化学发泡剂15份、减水剂1.5份、稳泡剂0.45 

份、纤维6份、憎水剂1.5份、水150份。

[0065] 制备过程：

[0066] 步骤1、以质量份数计，按照水泥220份、粉煤灰60份、硅灰12份、化学发泡剂15份、

减水剂1.5份、稳泡剂0.45份、纤维6份、憎水剂1.5份、水150份进行称量，水的温度为  175

℃；

[0067] 步骤2、将步骤1中称量得到的水泥、粉煤灰、硅灰、减水剂、稳泡剂、纤维和憎水剂

混合搅拌均匀后，加入步骤1中称量得到的水并搅拌均匀，得到料浆；

[0068] 步骤3、将步骤1中称量得到的化学发泡剂加入步骤2中得到的料浆中，搅拌均匀后

浇注入模，经过静置发泡形成高度为39mm的试块，待试块凝结硬化后拆模放入温度为17～

23℃、相对湿度在95％以上的标准养护室进行养护，养护时间为22小时，得到轻质水泥基多

孔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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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抗压和抗折测试结果：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的试块的抗压强度0.69MPa，抗折强度

为  0.17MPa。

[0070] 实施例7

[0071]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该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按质量份数

计，由以下组分组成：

[0072] 水泥280份、粉煤灰55份、硅灰7份、化学发泡剂12.5份、减水剂2份、稳泡剂0.415 

份、纤维5.1份、憎水剂0.75份、水168份。

[0073] 制备过程：

[0074] 步骤1、以质量份数计，按照水泥280份、粉煤灰55份、硅灰7份、化学发泡剂12.5份、

减水剂2份、稳泡剂0.415份、纤维5.1份、憎水剂0.75份、水168份进行称量，水的温度为225

℃；

[0075] 步骤2、将步骤1中称量得到的水泥、粉煤灰、硅灰、减水剂、稳泡剂、纤维和憎水剂

混合搅拌均匀后，加入步骤1中称量得到的水并搅拌均匀，得到料浆；

[0076] 步骤3、将步骤1中称量得到的化学发泡剂加入步骤2中得到的料浆中，搅拌均匀后

浇注入模，经过静置发泡形成高度为36.5mm的试块，待试块凝结硬化后拆模放入温度为21

℃、相对湿度在95％以上的标准养护室进行养护，养护时间为27小时，得到轻质水泥基多孔

材料。

[0077] 抗压和抗折测试结果：试样28d抗压强度0.82MPa，28d抗折强度0.16MPa。

[0078] 实施例8

[0079]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该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按质量份数

计，由以下组分组成：

[0080] 水泥280份、粉煤灰35份、硅灰8份、化学发泡剂12.5份、减水剂2份、稳泡剂0.43 

份、纤维8.4份、憎水剂1.85份、水168份。

[0081] 制备过程：

[0082] 步骤1、以质量份数计，按照水泥280份、粉煤灰35份、硅灰8份、化学发泡剂12.5份、

减水剂2份、稳泡剂0.43份、纤维8.4份、憎水剂1.85份、水168份进行称量，水的温度为  325

℃；

[0083] 步骤2、将步骤1中称量得到的水泥、粉煤灰、硅灰、减水剂、稳泡剂、纤维和憎水剂

混合搅拌均匀后，加入步骤1中称量得到的水并搅拌均匀，得到料浆；

[0084] 步骤3、将步骤1中称量得到的化学发泡剂加入步骤2中得到的料浆中，搅拌均匀后

浇注入模，经过静置发泡形成高度为35～40mm的试块，待试块凝结硬化后拆模放入温度为

19℃、相对湿度在95％以上的标准养护室进行养护，养护时间为9小时，得到轻质水泥基多

孔材料。

[0085] 抗压和抗折测试结果：轻质水泥基多孔材料的试块的28d抗压强度0.68MPa，抗折

强度为0.13MPa。

[0086] 以上述依据本发明的理想实施例为启示，通过上述的说明内容，相关工作人员完

全可以在不偏离本项发明技术思想的范围内，进行多样的变更以及修改。本项发明的技术

性范围并不局限于说明书上的内容，必须要根据权利要求范围来确定其技术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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