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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竹骨料与改性秸秆纤维

混杂增强的混凝土吸音保温装饰多功能板，所述

的多功能板由包括竹骨料与改性秸秆纤维两种

植物材料的混凝土制得。混凝土的原料按质量份

计，包括竹骨料12.4～13.8份、改性秸秆纤维5.8

～8.2份、水泥19.6～30.5份、石英砂15.0～23.2

份、减水剂0.4～0.6份、混凝土增强剂0.6～0.9

份、中性水7.8～12.2份。其中，竹骨料和改性秸

秆纤维的最优掺合质量比为(0.618～0.682)：

(0.318～0.382)。该混凝土多功能板采用上述组

分按比例混合，一次浇筑成型，具有良好的吸音

隔音、保温隔热、耐腐蚀等功效，可应用于需保温

降噪的建筑墙面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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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竹骨料与改性秸秆纤维混杂增强的混凝土吸音保温装饰多功能板，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多功能板采用包括竹骨料与改性秸秆纤维的混凝土制得，所述的混凝土按质量

份计包括如下组分：

所述的竹骨料是竹颗粒水煮后经海藻酸钠溶液与氯化钙溶液处理得到；

所述的改性秸秆纤维是指经氢氧化钠溶液处理过的水稻秸秆、小麦秸秆或玉米秸秆纤

维；

所述的竹骨料和改性秸秆纤维的掺合质量比为(0.618～0.682)：(0.318～0.38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竹骨料与改性秸秆纤维混杂增强的混凝土吸音保温装饰

多功能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竹骨料颗粒大小为：长10～20mm，宽2～10mm，厚1～5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竹骨料与改性秸秆纤维混杂增强的混凝土吸音保温装饰

多功能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竹骨料含水率为6％～14％。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竹骨料与改性秸秆纤维混杂增强的混凝土吸音保温装饰

多功能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改性秸秆纤维长度为20～30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竹骨料与改性秸秆纤维混杂增强的混凝土吸音保温装饰

多功能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改性秸秆纤维含水率为8％～16％。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竹骨料与改性秸秆纤维混杂增强的混凝土吸音保温装饰

多功能板，其特征在于，用于需保温降噪的建筑墙面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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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竹骨料与改性秸秆纤维混杂增强的混凝土吸音保温装饰

多功能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竹骨料与改性秸秆纤维混杂增强的

混凝土吸音保温装饰多功能板。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大幅提升，绿色环保，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

成为人们的共识。建筑主体建设完成后，人们对建筑墙面装饰的需求越来越大。目前，市面

上常见的墙面装饰板多采用塑料、石材、木材、混凝土等材料制作而成，具有优良的建筑节

能功效。如发明专利号CN  106587785  B公开了混凝土装饰板及其制备方法，起到调节室内

温度，恒定室温的作用。

[0003] 针对混凝土装饰板，为了在保温的基础上增加吸音功能，可考虑在混凝土中添加

植物材料。将植物材料作为制备装饰板的原材料更加绿色环保，但是植物纤维或者植物骨

料在掺入混凝土中时，由于植物纤维与水泥基质材料存在着界面相容性差的问题，两者并

不能有效粘结成一体。

发明内容

[0004] 基于上述出现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竹骨料与改性秸秆纤维混杂增强的混凝土

吸音保温装饰多功能板，其具有良好的吸音隔音、保温隔热及耐腐蚀功效。为此，本发明采

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竹骨料与改性秸秆纤维混杂增强的混凝土吸音保温装饰多功能板，所述的多

功能板由包括竹骨料与改性秸秆纤维两种植物材料的混凝土制得。

[0006] 所述的混凝土外表面可喷涂各种颜色的涂料，起到装饰美观的功效。

[0007] 所述的混凝土的原料按质量份计，包括竹骨料12.4～13.8份、改性秸秆纤维5.8～

8.2份、水泥19.6～30.5份、石英砂15.0～23.2份、减水剂0.4～0.6份、混凝土增强剂0.6～

0.9份、中性水7.8～12.2份。

[0008] 所述的竹骨料是竹颗粒水煮后经海藻酸钠溶液与氯化钙溶液处理得到。处理是指

浸泡或搅拌。

[0009] 作为优选的，将毛竹切碎得到的竹颗粒煮沸处理后，进行水洗1～2次，并在2～6g/

L海藻酸钠溶液浸泡30～60分钟、10～15g/L氯化钙溶液浸泡90～120分钟，最后进行烘干处

理，得到竹骨料。

[0010] 所述的竹骨料呈颗粒状，其颗粒大小为：长10～20mm，宽2～10mm，厚1～5mm。且其

表面孔隙多，具有良好的吸音效果。(经检测，竹骨料的平均吸声系数(100Hz～6300Hz)为

0.97。吸音效果：竹骨料＞法国进口的木骨料＞传统的聚氨酯海绵)。

[0011] 所述的竹骨料含水率在6％～14％。

[0012] 所述的改性秸秆纤维是指经氢氧化钠溶液处理过的水稻秸秆、小麦秸秆或玉米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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秆纤维。处理是指浸泡或搅拌。

[0013] 作为优选的，将水稻秸秆、小麦秸秆或玉米秸秆在质量浓度为2～6％的氢氧化钠

溶液中浸泡12小时，浸泡后水洗2～3次，最后进行烘干处理，得到改性水稻秸秆、小麦秸秆

或玉米秸秆纤维。

[0014] 所述的改性秸秆纤维呈丝状，长度为20～30mm，由于改性秸秆纤维材料本身具有

质轻、导热系数低等特点，是一种良好的节能保温材料。

[0015] 所述的改性秸秆纤维含水率在8％～16％。

[0016] 进一步的，所述的竹骨料与改性秸秆纤维在经过上述改性处理后，很好的改善竹

骨料、改性秸秆纤维与水泥基质材料的界面相容性，使得竹骨料、改性秸秆纤维与水泥砂浆

能有效粘接成一体。同时，经过改性处理以后，相当于在植物材料表面成膜，隔绝了与外界

环境的接触，进而使材料具有耐腐蚀功效。

[0017] 进一步的，所述的竹骨料和改性秸秆纤维的掺合质量比为(0 .618～0 .682)：

(0.318～0.382)。

[0018] 采用上述掺合质量比制得的混凝土吸音保温装饰多功能板，充分发挥了竹骨料多

孔隙吸音和改性秸秆纤维节能保温的特性，弥补了单一材料存在的缺陷，又能体现两者的

协同增强效应(利用两种材料各自的优势，选择最优的掺合质量比，显著增强竹骨料与改性

秸秆纤维混杂的混凝土的强度，改善其保温及吸声性能)。

[0019] 所述的混凝土吸音保温装饰多功能板，将其制成500mm长，500mm宽，50mm厚的薄型

板材，可应用于需保温降噪的建筑墙面装饰。

[0020] 本发明的发明原理为：

[0021] 本发明采用竹颗粒与秸秆纤维两种植物材料作为原材料，充分发挥这两种材料廉

价易得、制备过程简单、加工成型方便、环境友好无毒等优点。目前国内外工程对在混凝土

中掺加竹颗粒与秸秆纤维的研究仍然比较有限，其主要原因是竹颗粒及秸秆纤维有机体与

水泥砂浆无机体间存在界面相容性差等问题，而且由于混凝土本身带有的较强碱性，使得

水泥在水化过程中混凝土内部释放过多活跃的氢氧根离子，使得竹颗粒与秸秆纤维中的半

纤维素和木质素溶解，影响材料的粘结性和稳定性。发明人经过长期实验摸索，通过对两种

植物材料进行改性，有效解决了上述问题。

[0022] 在本发明中，竹颗粒在经水煮、水洗处理后可洗去萃取物仅保留竹颗粒中高木质

素和纤维素含量，相对于未经水煮水洗处理的竹骨料可有效地提高水泥浆与纤维基质的结

合强度，结合后续的海藻酸钠浸泡、氯化钙浸泡和烘干处理，在竹颗粒表面包覆不规则的

“蛋盒”型交联的多聚体，一方面可以增大竹颗粒表面的粗糙度，形成更多的凸起结构和反

应活性位点，增大与水泥砂浆结合后的粘结强度和孔隙率；另一方面还可以提高竹颗粒的

保水性、隔离水泥中的碱性物质，防止竹颗粒被腐蚀，极大的提高其吸音效果和强度。

[0023] 秸秆纤维在经过氢氧化钠溶液改性处理后，表面的蜡质层与硅质颗粒被浸蚀，变

得粗糙不平，从而形成大量不规则的孔洞，同时大量糖类、单宁和无机盐等被析出，表层的

脂类化合物发生部分水解，角质层保护作用被破坏，使得秸秆纤维表面的粗糙度显著增加，

进而提高了水泥水化产物同秸秆纤维的界面胶钉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秸秆纤维外角质层

被破坏，碱液进入植物材料内部，使得半纤维素发生大量水解，生成溶于水的单糖类物质并

析出，在随后的水洗过程中被除掉，有效减少了由于糖酸和钙离子的结合而造成水泥浆体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113149529 A

4



中氢氧化钙溶液浓度达不到饱和的问题，进而提高秸秆纤维隔离水泥中碱性物质的能力，

防止秸秆纤维被腐蚀，极大地提高材料稳定性。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5] 1.本发明的原材料采用天然的毛竹和农业废弃物秸秆进行破碎后改性制备得到，

具有廉价易得、制备过程简单、加工成型方便、环境友好无毒等优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发

展潜力大，竞争力强。

[0026] 2.本发明采用竹骨料与改性秸秆纤维两种植物材料混杂，利用竹骨料优良多孔隙

吸音和改性秸秆纤维节能保温的特性，既能充分发挥两种材料各自的优势，弥补单一材料

存在的缺陷，又能体现两者的协同增强效应，显著增强竹骨料与改性秸秆纤维两种植物材

料混杂的混凝土的性能。同时采用最优的掺合质量比(竹骨料与改性秸秆纤维的掺合质量

比为(0.618～0.682)：(0.318～0.382))，保证制得的多功能板具有优良的保温隔热、吸音

隔音及耐腐蚀功效，可替代现有的建筑墙面混凝土装饰板。

[0027] 3.本发明是将水泥、石英砂、减水剂、混凝土增强剂、改性秸秆纤维与竹骨料按比

例依次混合，一次浇筑成型，并送入恒温恒湿立体库中养护24小时，脱模，即可制得混凝土

吸音保温装饰多功能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竹骨料与改性秸秆纤维混杂增强的混凝土吸音保温装饰多功

能板，保证其具有良好的吸音隔音、保温隔热及耐腐蚀功效，可应用于需保温降噪的建筑墙

面装饰。

[0029] 下面结合具体实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说明：

[0030] 总实施例

[0031] 一种竹骨料与改性秸秆纤维混杂增强的混凝土吸音保温装饰多功能板，包括竹骨

料与改性秸秆纤维两种植物材料混杂的混凝土。所述的混凝土外表面可喷涂各种颜色的涂

料。

[0032] 所述的混凝土的原料按质量份计，包括如下组分：

[0033]

[0034]

[0035] 所述的竹骨料和改性秸秆纤维的最优掺合质量比为(0.618～0.682)：(0.318～

0.382)。

[0036] 本发明采用将水泥、石英砂、减水剂、混凝土增强剂、中性水、改性秸秆纤维与竹骨

料按比例依次混合，一次浇筑成型，并送入恒温恒湿立体库中养护24小时，脱模，制得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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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吸音保温装饰多功能板。

[0037] 将上述混凝土吸音保温装饰多功能板，制成500mm长，500mm宽，50mm厚的薄型板

材，应用于建筑墙面装饰。

[0038] 实施例1

[0039] 按质量份计，混凝土的原料组成如下：

[0040]

[0041] 将水泥、石英砂、减水剂、混凝土增强剂、中性水、改性秸秆纤维与竹骨料按比例依

次混合，一次浇筑成型，并送入恒温恒湿立体库中养护24小时，脱模，制得混凝土多功能板。

[0042] 实施例2(与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混凝土原料组成中不含竹骨料)

[0043] 由于竹骨料材料本身具有多孔隙的特性，使得竹骨料是一种优良的吸音材料，同

时，竹骨料在混凝土中相当于粗骨料，具有相对于改性秸秆纤维更高的抗压强度。

[0044] 混凝土多功能板 降噪 导热系数 抗压强度

实施例1 14.2dB 0.13W/(m·k) 5.13MPa

实施例2 10.6dB 0.18W/(m·k) 3.78MPa

[0045] 实施例3(与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混凝土原料组成中不含改性秸秆纤维)

[0046] 由于改性秸秆纤维以农作物秸秆作为生产原料，具有质轻、导热系数低等特性，使

得掺加了改性秸秆纤维的混凝土板材具有优良的保温隔热性能。

[0047] 混凝土多功能板 降噪 导热系数 抗压强度

实施例1 14.2dB 0.13W/(m·k) 5.13MPa

实施例3 13.2dB 0.22W/(m·k) 4.02MPa

[0048] 实施例4(与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混凝土原料组成中竹骨料与改性秸秆纤维的

掺合质量比不在权利要求范围内)

[0049] 按质量份计，混凝土的原料组成如下：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113149529 A

6



[0050]

[0051] 竹骨料与改性秸秆纤维材料的混杂，当二者采用最优掺合质量比时，可以充分发

挥竹骨料多孔隙吸音和改性秸秆纤维节能保温的特性，弥补单一材料存在的缺陷，又能使

两者产生协同增强效应，显著增强混凝土板的性能。当掺合质量比不合适时，在增强某一项

性能时，会对其他性能造成影响，达不到协同增强作用。

[0052] 混凝土多功能板 降噪 导热系数 抗压强度

实施例1 14.2dB 0.13W/(m·k) 5.13MPa

实施例2 10.6dB 0.18W/(m·k) 3.78MPa

实施例3 13.2dB 0.22W/(m·k) 4.02MPa

实施例4 12.6dB 0.20W/(m·k) 4.18MPa

[0053] 以上技术方案是优选实施方式，并非对本发明技术方案的限制，对于本领域的普

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前提下，做出的变形应视为属于本发明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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