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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多功能生物质复合建筑

材料及制备方法，其中，该建筑材料由以下重量

份的原料制成：氧化镁100份；七水硫酸镁30～40

份；改性剂40～60份；填充材料30～50份；其中，

所述氧化镁中的活性氧化镁重量占总氧化镁重

量的50％～75％，所述改性剂由磷酸、石碱、有机

硅化合物、丙烯酸甲/丁酯以及云母粉混合组成，

且它们之间的重量比为0.05～1:1～5:1～5:1～

5:2～12，通过上述的方式，至少解决背景技术中

的一个不足，节能环保，经济效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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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生物质复合建筑材料，其特征在于，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

其中，所述氧化镁中的活性氧化镁重量占总氧化镁重量的50％～75％，所述改性剂由

磷酸、石碱、有机硅化合物、丙烯酸甲/丁酯以及云母粉混合组成，且它们之间的重量比为

0.05～1:1～5:1～5:1～5:2～1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生物质复合建筑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七水硫酸镁由

工业废弃物石膏水悬浮液与氧化镁碳化合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生物质复合建筑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填充材料由硅

镁粉和植物纤维按任意比例混合形成。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多功能生物质复合建筑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植物纤维为竹

木或者是农作物糠粉。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多功能生物质复合建筑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硅镁粉为粉煤

灰、石粉、煤矸石、矿渣、砂中的一种或几种任意比例的混合物。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生物质复合建筑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有机硅化合物

为甲硅烷、四甲基甲硅烷、二甲基二氯甲硅烷、三甲基硅甲醇、六甲基硅醚中的一种或者几

种任意比例的混合物。

7.一种制备方法，用于制备如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多功能生物质复合建筑材料，

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按上述重量份数备料，将固体原料粉碎至100目以上的微粉微粒；

2)将七水硫酸镁和改性剂置于搅拌机内的浆料仓后加水搅拌溶解，然后往浆料仓内再

加入氧化镁和填充材料后充分搅拌形成浆料；

3)将步骤2中的浆料浇注入墙板模框内，并将墙板模框内的浆料刮平，然后浆料上方放

置多个生物质原竹；

4)通过空气压缩机获得泡沫，将所述泡沫注入所述浆料仓内搅拌后获得吸附原料；

5)将步骤4中获得的吸附原料浇注满所述墙板模框，并将无纺网格布或中碱玻璃网格

布覆盖在吸附原料的上方；

6)常温养护8小时后干燥脱模。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2中，充分搅拌的时间为5～10

分钟。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3中，浇注入所述墙板模框内的

浆料的厚度范围是3mm～360mm。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4中，所述搅拌时间为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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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生物质复合建筑材料及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板材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多功能生物质复合建筑材料及制备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专利号为200510100940.9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硅镁纤维节能高强复合材料及

其制  造免装饰建筑板材的方法，针对上述专利中公开的技术，存在以下问题：1、己公布产

品技  术配方材料氯化镁含有不确定量氯离子可能对建筑板材存在返卤泛霜和变形缺点；

2、公布  产品增强材料玻璃纤维网格布存在耐久应力疲弱减退，不可承载公共建筑大的荷

载应力；3、  病菌在室内空气中存活约两2小时，在铜的表面墙面存活3小时，在不锈钢塑料、

布、纸  墙面存活3-6天。科学揭示，铜表面为碱性、酸性、具有导致病菌存活率为4％；4、大部

分 医院，所采用的建筑的墙体、楼板以及吊顶、均设置一层或两层共享设备管道空间；5、专 

利文献中的公开技术"竹缠绕市政管道"采用的环氧树脂复合竹条制成，使用环境温度限制 

在80度内，技术产品仅限市政管道，不涉及建筑板材，环氧树脂成本价格高居不下。

[0003] 因此，急需解决方案。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多功能生物质复合建筑材料及制备方法，至少解决背景

技术中的一个不足。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第一种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多功能生物质复合建筑材料，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

[0007] 氧化镁        100份；

[0008] 七水硫酸镁    30～40份；

[0009] 改性剂        40～60份；

[0010] 填充材料      30～50份；

[0011] 其中，所述氧化镁中的活性氧化镁重量占总氧化镁重量的50％～75％，所述改性

剂由磷酸、石碱、有机硅化合物、丙烯酸甲/丁酯以及云母粉混合组成，且它们之间的重量比

为  0.05～1:1～5:1～5:1～5:2～12。

[0012] 进一步地，所述七水硫酸镁由工业废弃物石膏水悬浮液与氧化镁碳化合成。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填充材料由硅镁粉和植物纤维按任意比例混合形成。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植物纤维为竹木或者是农作物糠粉。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硅镁粉为粉煤灰、石粉、煤矸石、矿渣、砂中的一种或几种任意比例

的混合物。

[0016] 进一步地，所述有机硅化合物为甲硅烷、四甲基甲硅烷、二甲基二氯甲硅烷、三甲

基硅甲醇、六甲基硅醚中的一种或者几种任意比例的混合物。

[0017] 本发明的第二种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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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一种制备方法，用于制备如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多功能生物质复合建筑材

料，包括如下步骤：

[0019] 1)按上述重量份数备料，将固体原料粉碎至100目以上的微粉微粒；

[0020] 2)将七水硫酸镁和改性剂置于搅拌机内的浆料仓后加水搅拌溶解，然后往浆料仓

内再加入氧化镁和填充材料后充分搅拌形成浆料；

[0021] 3)将步骤2中的浆料浇注入墙板模框内，并将墙板模框内的浆料刮平，然后浆料上

方放置多个生物质原竹；

[0022] 4)通过空气压缩机获得泡沫，将所述泡沫注入所述浆料仓内搅拌后获得吸附原

料；

[0023] 5)将步骤4中获得的吸附原料浇注满所述墙板模框，并将无纺网格布或中碱玻璃

网格布覆盖在吸附原料的上方；

[0024] 6)常温养护8小时后干燥脱模。

[0025] 进一步地，在步骤2中，充分搅拌的时间为5～10分钟。

[0026] 进一步地，浇注入所述墙板模框内的浆料的厚度范围是3mm～360mm。

[0027] 进一步地，在步骤4中，所述搅拌时间为3分钟。

[0028] 本发明的一种多功能生物质复合建筑材料及制备方法，其有益效果为：1、建筑材

料的各项物理力学性能指标高于本发明人参与主编并执行的国家标准GB/T27796_2011，性

能极佳；

[0029] 2、抗菌功能具有长效广谱性，建筑公享室内不锈钢、塑料、布、纸墙面病毒病菌存

活  率3∽6天，在铜材墙板面存活率3小时，生物材料专家分折铜材具有的碱性磷酸酶抑制、 

阻止、破坏病菌存活细胞壁，致病菌存活率仅有4％。本发明技术产品竹镁生物质建材有机 

物的活性剂基于石碱、硫酸镁、磷酸、松香酸盐树脂等中性碱、酸性，它们在建材产品中 的

参量高出医用产量百倍，抗菌性优于铜材，具有广普长效性能；

[0030] 3、生物质如竹子代钢材料，竹材特殊的物理力学性能是纵向应力特强，在建筑墙

材的  抗剪力、抗冲击、抗震、不生锈，南京航空大学检测碱镁钢金混凝土梁柱使用一年以

上，  钢筋完好如初无锈斑抗折强度比硅酸盐水泥结构高出86％，这些性能优于钢材，国标

《竹缠  绕管道》技术性能使用寿命为百年，也优于钢材。中国竹材资源占全球70％，2019年

采伐  利用率为5％，竹为6年循环再生共享资源，综合利用社会环境、经济效益好。

[0031] 4、竹镁抗菌、丽面、内置设备微空气循环共享管道空间、防火防水、保温隔音一体

化墙板所具有的性能，可填补国际生物质建材技术产品空白。

[0032] 5、经由建筑材料制备出来的产品具体实施为常温冷加工，节水、节电、节材(大宗

利用工农业固体废弃物)、节地(不使用土)，生物质建材技术产品制造无"三废"，产品使用

全裝配零垃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实施例1

[0034] 一种多功能生物质复合建筑材料，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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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0036] 其中，所述氧化镁中的活性氧化镁重量占总氧化镁重量的50％～75％，所述改性

剂由磷酸、石碱、有机硅化合物、丙烯酸甲/丁酯以及云母粉混合组成，且它们之间的重量比

为  0.05～1:1～5:1～5:1～5:2～12。

[0037] 需要说明的是，在制备上述建筑板材的过程中，需要用到水，其中水的用量并没有

过多的要求，只需使各固体物质充分润透润涨并搅拌后呈桨状物即可。

[0038] 在具体实施本发明的过程中，上述活性氧化镁指的是能直接参与物料相互反应的

有效成份的氧化镁，整体反应是放热反应，活性氧化镁的有效成份量相当重要，本发明所述

的活性氧化镁是指在常温下即5～37度之间发生水化反应的氧化镁。

[0039] 而且，因为在镁粉中含有过烧MgO和欠烧的氧化镁成份，前者表现为与MgC12的反

应不完全，但是作为过烧和欠烧的氧化镁在分析用盐酸和热煮沸都能被溶解，都能被EDTA

滴定分析为氧化镁的含量，这就是氧化镁粉中的MgO含量不等于是活性的氧化镁含量的原

因；再加上，作为刚出厂的MgO为80％-85％的轻烧镁粉，其活性氧化镁的含量大都是65±

2％，若以厂家标准轻烧粉中的MgO含量作为配比的克分子计算依据必须是导致MgC12的用

量过剩；在选择氧化镁时必需确定其活性含量，其测定方法和计算公式：采用水合法MgO+

H2O  →MG(OH)2 ,活性MgO％＝(W1-W)/0 .45×W，式中：W1—水化后样重，W—水化后样重，

0.45 —换算系数。

[0040] 在具体实施本发明的过程中，所述七水硫酸镁由工业废弃物石膏水悬浮液与氧化

镁碳化合成。

[0041] 其中，利用工业废弃物石膏水悬浮液与氧化镁碳化合成的工业七水硫酸镁，不含

氯离子成份，直接参与物料起到活化剂作用以及抗菌防霉的作用，硫酸镁要符合CMMA/T1的

标准要求，硫酸镁能直接参与本发明的物料相互反应的有效成分，整体反应是放热反应，硫

酸镁不含有氯离子成分，不会造成产品的泛卤泛霜，与氧化镁混合后变成生物镁质胶凝剂。

[0042] 在具体实施本发明的过程中，改性剂中的石碱具有激活材料分子作用，石碱的中

性碱性具有抑菌抗菌、阻止病菌存活率，具有抗菌的广普常效性能。

[0043] 在具体实施本发明的过程中，改性剂中的磷酸能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对防止产品

的潮湿发霉具有抑菌防霉作用，具有激活材料分子的作用，其加入量较低，磷酸的酸性介于

中性和弱酸性之间，也具有综合其它碱性成分之碱性的产品抗菌作用。

[0044] 在具体实施本发明的过程中，改性剂中的丙烯酸甲/丁酯是通常的丙烯酸酯，都可

以用作涂料、胶粘剂和粘合剂，用来提高产品结构的密实度以主要提高产品的强度。

[0045] 在具体实施本发明的过程中，改性剂中的云母粉具有良好的介电性能和耐热性

能，可用来形成材料田状晶体，可用作绝缘材料、耐热饰层材料和轻质建筑材料等，因而，改

性剂中加入云母粉的重性和其良好的技术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0046] 在具体实施本发明的过程中，所述填充材料由硅镁粉和植物纤维按任意比例混合

形成。

[0047] 优选地，所述硅镁粉为粉煤灰、石粉、煤矸石、矿渣、砂中的一种或几种任意比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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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物，其中，还可以是其类似物，所述类似物如含有硅镁盐的矿石、陶瓷粉、膨润土等一切

含有硅镁的废物废料或非废物废料，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来源。

[0048] 优选地，所述植物纤维为竹木或者是农作物糠粉。它们的纤维都可以作为制造本

发明产品的材料，例如谷类植物中的麦、稻、小米、玉米、高粱、棉花等的糠粉均是好原料。在

具体实施中，同时使用前述的硅镁粉和植物纤维两类通用质量更佳，两类同用时可以是任

意比例的混合物。

[0049] 在具体实施本发明的过程中，改性剂中的有机硅化合物为甲硅烷、四甲基甲硅烷、

二甲基二氯甲硅烷、三甲基硅甲醇、六甲基硅醚中的一种或者几种任意比例的混合物。有机

硅化合物与有机碳化合物有所不同，其分子中硅_硅原子间只有单键，两个原子间以一对共

用电子构成，没有双健和三健，具有很多特殊的功能。例如聚硅醚具有良好的耐热性、耐水

性和电绝缘性。

[0050] 在具体实施本发明的过程中，改性剂中的云母粉最好是绢云母(Sericite)粉，绢

云母是白云石呈致密状微晶集合体的亚种，常带灰白色或黄绿色，具有丝绢光泽，使用绢云

母可以有效改良产品色彩、光泽和产品物理力学结构的致密性，较其它的云母粉质量好。

[0051] 在具体实施本发明的过程中，还可以加入辅助成份磷酸三丁酯、801胶的任意一种

或二者任意比例的混合物，其含量为0.1～0.6份/100份氧化镁。磷酸三丁酯常用作胶粘剂、

涂料、消泡剂和热交换介质，801胶则是常用的胶粘剂和涂料，加入二者其中一种，都可以提

高用本发明复合材料制作的产品之结构密实性并相应提高产品的强度，由于磷酸三丁酯可

常用个消泡剂和交换介质，因此，在制作复合材料过程中，也会促进反应体系温度均匀并消

除泡沫作用。

[0052] 在具体实施本发明的过程中，还可以加入引气剂，引气剂是松香酸盐树脂，它是多

种树脂的混合物含有共轭双键，易在酸摧化下进行热聚合与其他活性生物质共聚后中和而

制得皀类阴离子表面活性物质；十二烷基硫酸钠或K12“SDS”易溶于水，为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发泡剂，用作造纸、乳化剂、灭火、牙膏、洗发香波等，与丙烯酸酯乳液聚合成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包裏气泡增厚增加强度，起着稳定气泡吸附在制品混合物浆料中。

[0053] 优选地，引气剂材料的成份及含量的重量份数为：水100份，松香酸盐树脂0.05～

3，十二烷基硫酸钠0.01～2，木质素磺酸盐0.01～1，它们街重量比为0.05～3：0.01～1：

0.01～  1的混合物。在引气剂实施过程中，水的份量重量为20～80kg，引气剂的份量重量是

0.3～  1，它们的重量比为20～80：0.3～1的混合物。

[0054] 在具体实施本发明的过程中，还可以加入用于增强整体结构强度的材料，如竹纤

维、玻璃纤维或化学纤维的短纤维一种或几种任意比例的混合物，各种纤维的长度应特定

在1  ∽20mm以内，化学纤维可以锦纶纤维、涤纶纤维等，种类无关紧要，只要强度高且价格

较低都可以的。加入上述各种纤维，可以有效提高产品的强度，尤其是抗冲击强度、断裂强

度和拉伸强度等。没有必要加入更多的增强材料，因为本发明制造的墙体强度不仅可以达

到国家一级标准，而且超出了国家一级标准，性能极佳。由于本发明的符合材料具有广泛用

途，加入一定量的增强整体结构强度的材料可以满足特殊需要的应用。

[0055] 实施例2

[0056] 一种用于制备上述的多功能生物质复合建筑材料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7] 1)按上述重量份数备料，将固体原料粉碎至100目以上的微粉微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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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2)将七水硫酸镁和改性剂置于搅拌机内的浆料仓后加水搅拌溶解，然后往浆料仓

内再加入氧化镁和填充材料后充分搅拌形成浆料；

[0059] 3)将步骤2中的浆料浇注入墙板模框内，并将墙板模框内的浆料刮平，然后浆料上

方放置多个生物质原竹；

[0060] 4)通过空气压缩机获得泡沫，将所述泡沫注入所述浆料仓内搅拌后获得吸附原

料；

[0061] 5)将步骤4中获得的吸附原料浇注满所述墙板模框，并将无纺网格布或中碱玻璃

网格布覆盖在吸附原料的上方；

[0062] 6)常温养护8小时后干燥脱模。

[0063] 优选地，加水的目的是严格控制工业硫酸镁、竹镁生物质改性剂、引泡剂混合物的

液体浓度、波美度B'e，当天气常温20℃～5℃时，液体波美度为20～26，当天气常温25℃～ 

38℃时液体波美度为18℃～23℃。液体波美度使用原则与活性氧化镁含量是动态的配比关

系，活性氧化镁增减率等于液体波美度增减率。

[0064] 在具体实施本发明的过程中，在步骤2中，充分搅拌的时间为5～10分钟，使各成份

物料充分均匀、润透润涨呈粥状浆料。

[0065] 在具体实施本发明的过程中，在步骤3中，浇注入所述墙板模框内的浆料的厚度范

围是3mm～360mm。

[0066] 在具体实施本发明的过程中，在步骤4中，所述搅拌时间为3分钟。

[0067] 在具体实施本发明的过程中，还可以加入生物质竹、木纤维可防止产品钙化裂纹，

增加墙板柔弹性，提高弯曲莫量，提高产品防震热涨冷缩应变能力。

[0068] 本发明多功能生物质复合建筑板为国家新兴战略共享竹资源的生态循环综合利

用新型绿色建筑材料，广泛用于共享公共建筑、住宅、旅游建筑、新农村改造建筑等内墙、外

墙、楼地板、屋面板等，具有多彩丽靣像木像陶瓷像石材面层，纳米级的抗菌板面具有自洁

净性能。

[0069] 实施例3

[0070] 一种生物质墙板，由上述多功能生物质复合建筑材料按照上述制备方法制备而

成，该墙板内部还设置有芯材，芯材内的主要成分是引气剂，墙板的表面还具有装饰层，该

装饰层由不同有机物材料的不同颜色复合，如云母粉中有白色、灰色、黄色、红色、蓝色、绿

色等，纤维生物质材料中的稻壳、麦秸粉、红木粉、橡木粉、竹材糠各具各色，也可增加有机

物提取颜料二氧化铁红、铁绿、铁黄等调色，这些不同颜色材料的混合物制造产品可形成板

面斑澜的墙板丽面，也就是装饰层。

[0071] 优选地，芯材至少设置有2根，且芯材可以用直径为3～12公分的空腔原竹替代，其

可作为各种电讯、水管、微空气循环的共享空间。

[0072] 下表为生物质墙板的各项物理力学性能指标：

[0073] 竹镁抗菌丽面生物质墙板《厚10cm》物理力学性能表

说　明　书 5/6 页

7

CN 112430057 A

7



[0074]

[0075] 由上表可以看出，本生物质墙板的各项指标都比国家标准GB/T27796_2011的高，

表现更加的优越，使用性以及推广性极其高，用户体验感极佳。

[0076] 再加上：1、所使用的原料为生物质竹木枝叶慷粉、矿渣、大宗固体废弃物等资源

化、循环综合利用，具有生态环保、共享资源联农富农；2、具有承受公共建筑荷载结构功能，

具有墙板与结构百年寿命，冷加工制造工艺，产品生产使用节水、节电、节地、节材、产品使

用不产生建筑垃圾，建筑节能70％以上。

[0077]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产品相比，具有以下明显优点：1、抗菌功能具有长效广谱性，检

测  报告中表明建筑公享室内不锈钢、塑料、布、纸墙面病毒病菌存活率3∽6天，在铜材墙板 

面存活率3小时，铜材具有的碱性磷酸酶抑制、阻止、破坏病菌存活细胞壁，致病菌存活  率

仅有4％。本发明技术产品竹镁生物质建材有机物的活性剂基于石碱、硫酸镁、磷酸、松  香

酸盐树脂等中性碱、酸性，它们在建材产品中的产量高出医用产量数倍，抗菌性优于铜  材，

具有广普长效性能；

[0078] 2、生物质如竹子代钢材料，竹材特殊的物理力学性能是纵向应力特强，在建筑墙

材的  抗剪力、抗冲击、抗震、不生锈，南京航空大学检测碱镁钢筋混凝土梁柱使用一年以

上，  钢筋完好如初无锈斑抗折强度比硅酸盐水泥结构高出86％，这些性能优于钢材，国标

《竹缠  绕管道》技术性能使用寿命为百年，也优于钢材。中国竹材资源占全球70％，2019年

采伐  利用率为5％，竹为6年循环再生共享资源，综合利用社会环境、经济效益好。

[0079] 3、竹镁抗菌、丽面、内置设备微空气循环共享管道空间、防火防水、保温隔音一体

化墙板所具有的性能，可填补国际生物质建材技术产品空白。

[0080] 4、本技术产品具体实施为常温冷加工，节水、节电、节材(大宗利用工农业固体废

弃物)、节地(不使用土)，生物质建材技术产品制造无"三废"，产品使用全裝配零垃圾。

[0081] 根据上述说明书的揭示，本发明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还可以对上述实施方式进行

变更和修改。因此，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面揭示和描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一些修

改和变更也应当落入本发明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此外，尽管本说明书中使用了一些

特定的术语，但这些术语只是为了方便说明，并不对本发明构成任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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