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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墙板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预制

装配式轻质保温降噪墙板及其制备方法，该墙板

包括三层结构：两个外侧层为钢筋混凝土层，中

间层为多孔混合体夹层；墙板中设有贯穿三层的

钢筋；多孔混合体夹层中含有竹木混合纤维。制

备方法为：1）制作一块钢筋混凝土层，在凝固前

预埋钢筋，使钢筋的两端穿出钢筋混凝土层表

面；2）待凝固后，与另一块刚浇好的钢筋混凝土

层相向对接，使钢筋插入另一块钢筋混凝土层

中，形成二层的空心体；3）待凝固后，将空心体垂

直竖起，灌浇多孔混合体夹层的浇筑料；4）在恒

温恒湿环境中养护后，得到成品。本发明墙板结

构新颖独特，重量轻，保温降噪效果好，且运输安

装快捷，可大批量装配式自动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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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预制装配式轻质保温降噪墙板，其特征在于包括三层结构：两个外侧层为钢筋

混凝土薄墙，中间层为多孔混合体夹层；所述墙板中设有贯穿三层的钢筋；所述多孔混合体

夹层中含有竹木混合纤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预制装配式轻质保温降噪墙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多孔混合

体夹层的浇筑料按重量份计包括如下组分：

硅酸盐水泥15.6~25.5份，

竹质和木质混合纤维34.3~48.3份，

砂31.4~42.4份，

水7.2~10.4份，

改性外加剂0.1~0.2份。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预制装配式轻质保温降噪墙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墙板中预

埋有管线。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预制装配式轻质保温降噪墙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外侧层与

中间层的厚度比例为  1:（1~0.5）。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预制装配式轻质保温降噪墙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改性外加

剂为早强型减水剂和粘度改性剂的混合。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预制装配式轻质保温降噪墙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竹木混合

纤维中竹质纤维与木质纤维的质量比为（0.810-0.820）:（0.180-0.190）。

7.一种如权利要求1或2或4或5或6所述预制装配式轻质保温降噪墙板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先制作一块钢筋混凝土层，在凝固前预埋用于连接中间层和另一外侧层的钢筋，使

所述钢筋穿出钢筋混凝土层表面；

2）待凝固后，整体翻转，与另一块刚浇好的钢筋混凝土层相向对接，使所述钢筋插入另

一块钢筋混凝土层中，形成二层的空心体；

3）待凝固后，将空心体垂直竖起，底部安装模板，灌浇多孔混合体夹层的浇筑料；

4）在恒温恒湿环境中养护20-30h后，得到成品。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恒温恒湿环境为：温度20-80℃，湿

度RH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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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预制装配式轻质保温降噪墙板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墙板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预制装配式轻质保温降噪墙板及其制备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大多数墙板施工主要方式是砌砖或者搭拼模板现浇，费工费力，耗材多，施

工周期及成本较高。在市面上虽然也有一些预制装配式的墙板，但是又普遍存在自重大、不

便于运输的缺点，并且目前市场上的用于保温、降噪的预制装配式墙板为了实现高温、降噪

效果，普遍采用轻质多孔水泥例如发泡水泥等，不仅保温降噪效果不理想，同时其强度也无

法满足很多领域的应用(发泡水泥的强度较低)。

[0003] 因此，有必要开发出一种兼具轻质、保温、降噪、高强、低成本的预制装配式墙板。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预制装配式轻质保温降噪墙板及其制

备方法，本发明墙板结构新颖独特，重量轻，保温降噪效果好，且安装快捷，可大批量装配式

自动化生产，可有效减轻劳动强度，减少施工现场的大量粉尘。

[0005] 本发明的具体技术方案为：一种预制装配式轻质保温降噪墙板包括三层结构：两

个外侧层为钢筋混凝土层，中间层为多孔混合体夹层；所述墙板中设有贯穿三层的钢筋；所

述多孔混合体夹层中含有竹木混合纤维。

[0006] 本发明墙板结构新颖独特，两个外侧层为钢筋混凝土层，起到隔音效果，而中间层

为多孔混合体夹层，起到吸音效果，在“隔音+吸音+隔音”的特殊配合下，相较于普通的隔音

或吸音墙板，降噪效果要更加显著。并且本发明的多孔混合体夹层为轻质材料，可有效降低

墙板自重，运输、装配便捷。而三层结构之间通过钢筋互穿，又确保了相互之间的结合力。

[0007] 作为优选，所述多孔混合体夹层的浇筑料按质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组分：

硅酸盐水泥  15.6～25.5份，

竹质和木质混合纤维  34.3～48.3份，

砂  31.4～42.4份，

水  7.2～10.4份，

改性外加剂  0.1～0.2份。

[0008] 上述特定配方是本发明的核心之一。竹质、木质混合纤维(会呼吸的纤维)与硅酸

盐水泥、砂和改性外加剂等按比例复配，凝固后形成多孔腔墙体，在确保强度的前提下，吸

音能力极佳，经欧洲机构检测，可以吸收噪音10dB以上。竹质、木质混合纤维含量过高，达不

到强度，含量过低使得夹层重量增加，容易开裂。

[0009] 作为优选，所述墙板中预埋有管线。

[0010] 作为优选，所述外侧层与中间层的厚度比例为1∶(1～0.5)。

[0011] 作为优选，所述改性外加剂为早强型减水剂和粘度改性剂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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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改性外加剂的作用是在搅拌竹质和木质混合纤维与砂浆的过程中，显著改善两者

的粘结效果。

[0013] 作为优选，所述竹木混合纤维中竹质纤维与木质纤维的质量比为(0.810-0.820)∶

(0.180-0.190)。

[0014] 本发明团队在实践中经过大量试验，发现在上述配比下，效果最佳，其价格有优

势，产品质量比也得到了优化，施工便捷。

[0015] 上述预制装配式轻质保温降噪墙板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先制作一块钢筋混凝土层，在凝固前预埋用于连接中间层和另一外侧层的钢筋，使

所述钢筋穿出钢筋混凝土层表面。

[0016] 2)待凝固后，整体翻转，与另一块刚浇好的钢筋混凝土层相向对接，使所述钢筋插

入另一块钢筋混凝土层中，形成二层的空心体。

[0017] 3)待凝固后，将空心体垂直竖起，底部安装模板，灌浇多孔混合体夹层的浇筑料；

4)在恒温恒湿环境中养护20-30h后，得到成品。

[0018] 作为优选，所述恒温恒湿环境为：温度40-80℃，湿度RH95％以上。

[0019] 上述制备方法的优点在于：一次成型，工厂化生产，尺寸精准，方便吊装，不必再工

地二次施工，能够装配式生产。

[0020] 与现有技术对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本发明墙板采用基于竹质和木质纤维(会呼吸的纤维)与其他组分按比例混合制得

的混合体填充物，形成多孔腔体，能保温隔热，降低噪音，且由于墙板中含有竹质和木质混

合纤维，比同厚度普通混凝土墙轻30％～40％。速生的竹子是我国独有的丰富资源，开发利

用这一资源，适合国家的产业政策，绿色，环保，价廉物美，发展潜力大，竞争力强。

[0021] 2、因不同于普通混凝土需用振动等工序，本发明在制备过程中预埋管线非常便

捷。且相对于传统墙板的制备，本发明只需要一天左右时间的养护，养护时长可大大缩短，

3、本发明墙板可在大批量装配式自动化生产后快速安装，可实现装配式建筑的高效

化。

[0022] 4、本发明墙板作为非结构承重构件广泛用于普通住宅和高层建设，此外，在承重

结构中科院作为框架结构外墙。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预制装配式轻质保温降噪墙板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图2本发明预制装配式轻质保温降噪墙板的结构示意图；

图3本发明预制装配式轻质保温降噪墙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标记为：外侧层1、中间层2、钢筋3。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

[0026] 总实施例

如图1-3所示，一种预制装配式轻质保温降噪墙板包括三层结构：两个外侧层1为钢筋

混凝土层，中间层2为多孔混合体夹层；所述墙板中设有贯穿三层的钢筋3；所述多孔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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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层中含有竹木混合纤维。所述外侧层与中间层的厚度比例为1∶(1～0.5)。

[0027] 其中，多孔混合体夹层的浇筑料按质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组分：

硅酸盐水泥  15.6～25.5份，

竹质和木质混合纤维(质量比为(0.810-0.820)∶(0.180-0.190))  34.3～48.3份，

砂  31.4～42.4份，

水  7.2～10.4份，

改性外加剂(早强型减水剂和粘度改性剂的混合)  0.1～0.2份。

[0028] 预制装配式轻质保温降噪墙板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先制作一块钢筋混凝土层，在凝固前预埋用于连接中间层和另一外侧层的钢筋，使

所述钢筋穿出钢筋混凝土层表面。

[0029] 2)待凝固后，整体翻转，与另一块刚浇好的钢筋混凝土层相向对接，使所述钢筋插

入另一块钢筋混凝土层中，形成二层的空心体。

[0030] 3)待凝固后，将空心体垂直竖起，底部安装模板，灌浇多孔混合体夹层的浇筑料；

4)在恒温恒湿(温度40-80℃，湿度RH95％以上)环境中养护20-30h后，得到成品。

[0031] 实施例1

一种预制装配式轻质保温降噪墙板包括三层结构：两个外侧层为钢筋混凝土层，中间

层为多孔混合体夹层；所述墙板中设有贯穿三层的钢筋；所述多孔混合体夹层中含有竹木

混合纤维。所述外侧层、中间层、外侧层的三层结构厚度比例为1∶1∶1(总厚度16cm)。

[0032] 其中，多孔混合体夹层的浇筑料按质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组分：

硅酸盐水泥  17.58份，

竹质和木质混合纤维(质量比为0.815∶0.185)  41.42份，

砂  39.1份，

水  8.15份，

改性外加剂(早强型减水剂和粘度改性剂的混合)  0.15份。

[0033] 预制装配式轻质保温降噪墙板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先制作一块钢筋混凝土层，在凝固前预埋用于连接中间层和另一外侧层的钢筋，使

所述钢筋穿出钢筋混凝土层表面。

[0034] 2)待凝固后，整体翻转，与另一块刚浇好的钢筋混凝土层相向对接，使所述钢筋插

入另一块钢筋混凝土层中，形成二层的空心体。

[0035] 3)待凝固后，将空心体垂直竖起，底部安装模板，灌浇多孔混合体夹层的浇筑料。

[0036] 4)在恒温恒湿环境(50℃，湿度RH98％)中养护24h后，得到成品。

[0037] 对比例1(与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中间层是混凝土层)

本对比例中的夹层为普通混凝土层，实施例1与对比例1的墙板(厚度相同)的夹层的配

方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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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实施例1和对比例1应用在房屋建筑上，测试数据如下表所示，与对比例1相比，实施

例1能有效降低噪音12dB左右，这无疑能够使其他房间保持一个相对良好的安静环境；并且

实施例1墙板的自身重量更轻，可对建筑承压减负，但同时在质轻的同时又确保了抗压强度

能够满足要求。此外，在保温隔热方面也优于对比例1墙板。

墙板 抗压强度 导热系数 隔墙测得噪音

实施例1 22.1MPa 0.3w/m.k 48dB

对比例1 25MPa 1.74w/m.k 60dB

[0038] 对比例2

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中间层是普通的发泡水泥层。

[0039] 对比例2的夹层为普通的发泡水泥层，将对比例2墙板与实施例1墙板(厚度相同)

性能对比，如下表所示。可知，虽然发泡水泥层的降噪能力相对于更接近实施例1，(相对对

比例1来说)，但是发泡水泥层的强度较低，且其导热系数较大，保温效果差，而实施例1在这

两点都优于发泡水泥层。

墙板 抗压强度 导热系数 隔墙测得噪音

实施例1 22.1MPa 0.3w/m.k 48dB

对比例2 12.5MPa 0.34w/m.k 53dB

[0040] 对比例3

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竹木纤维总含量高于权利要求范围。

[0041] 对比例3中竹木纤维总含量高于权利要求范围，将其做成墙板(厚度与实施例1相

同)，虽然墙板更轻，但其强度较低，不符合要求。

墙板 抗压强度 导热系数 隔墙测得噪音

实施例1 22.1MPa 0.3w/m.k 48dB

对比例3 17.2MPa 0.41w/m.k 52dB

[0042] 对比例4

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竹木纤维总含量低于权利要求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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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对比例4中竹木纤维总含量低于权利要求范围，做成墙板(厚度与实施例1相同)，

与实施例1进行对比，其自重较大，且如下表所示，对比例4墙板保温降噪效果不佳，性价比

不高。

[0044] 对比例5

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三层结构厚度比例超出权利要求范围。

[0045] 对比例5中墙板制作成外侧层与中间层的三层结构厚度比例为1∶3∶1(总厚度相

同)，使得外侧层的强度较小，且易在生产运输等过程中损坏，无法实际应用。

墙板 抗压强度 导热系数 隔墙测得噪音

实施例1 22.1MPa 0.3w/m.k 48dB

对比例5 15.1MPa 0.17w/m.k 45dB

[0046] 对比例6

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三层结构厚度比例低于权利要求范围。

[0047] 对比例6中墙板制作外侧层与中间层的三层结构厚度比例为1∶0.3∶1(总厚度相

同)，外侧层明显自重很大，造成建筑承压较重，且吊装吃力，整个墙体轻质化相对较低，且

保温隔音效果比实施例1更差，性价比不高。

墙板 抗压强度 导热系数 隔墙测得噪音

实施例1 22.1MPa 0.3w/m.k 48dB

对比例6 24.5MPa 1.04w/m.k 53dB

[0048] 通过实施例与各对比例的所得墙板的性能对比可知，本发明墙板中的配方、材料

以及各项工艺参数都是经过严格限定的，并非能够任意调整，否则很难兼具强度、降噪效果

和保温效果。

[0049] 本发明中所用原料、设备，若无特别说明，均为本领域的常用原料、设备；本发明中

所用方法，若无特别说明，均为本领域的常规方法。

[0050]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限制，凡是根据本发明

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变更以及等效变换，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

案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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