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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煤废膨胀珍珠岩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及

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烧结煤废膨胀珍珠岩保

温装饰一体化板，由保温基层和装饰面层组成。

保温基层由粉煤灰15~35份，煤矸石15~35份，膨

胀珍珠岩20~60份，粘结剂10~20份，碱激发剂1.5

~2.5，发泡剂0.5~1份，稳泡剂1~6份，增强纤维3~
5份，助熔剂0.1~0.2份，水30~50份烧制而成；装

饰面层由低温熔块60~80份，二氧化硅10~20份，

氧化锌5~10份，氧化硼4~7份，氧化锂0.5~2份，着

色剂0.5~3份，分散剂0.2~0.3份，消泡剂0.1~0.4

份，水30~40份烧制而成。本发明高效利用粉煤

灰、煤矸石的同时，制备的烧结煤废膨胀珍珠岩

保温板兼具防火、保温、装饰一体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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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烧结煤废膨胀珍珠岩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其特征在于：由保温基层和装饰面层

组成；

其中，保温基层按以下原材料的重量份数烧制而成：粉煤灰20份，煤矸石30份，纳米膨

胀珍珠岩60份，水玻璃12份，碱激发剂1.7，植物发泡剂1份，聚丙烯酸钠4份，莫来石纤维4

份，助熔剂0.1份，水35份；

装饰面层按以下原材料的重量份数烧制而成：低温熔块60份，二氧化硅20份，氧化锌8

份，氧化硼5份，氧化锂1份，着色剂1.5份，分散剂0.2份，消泡剂0.2份，水35份；

制备方法如下：

（1）、将煤矸石磨成粉，过200目筛；

（2）、将粉煤灰和煤矸石粉与水玻璃、碱激发剂、植物发泡剂、聚丙烯酸钠、莫来石纤维、

助熔剂、水按比例混合，通过物理发泡方式获得发泡浆料；

（3）、将步骤（2）的发泡浆料与纳米膨胀珍珠岩均匀混合、包裹，直接注模成型或入模振

动成型，然后固化24h，最后拆模获得发泡保温基层板坯；

（4）、将低温熔块、二氧化硅、氧化锌、氧化硼、氧化锂、着色剂、分散剂、消泡剂和水按比

例混合，采用球磨机湿磨6h，获得装饰面层釉浆；

（5）、采用步骤（4）获得的釉浆在步骤（3）获得的保温基层板坯表面施釉；

（6）、将步骤（5）获得的板坯入高温炉烧结，烧结温度780℃，烧结时间1h，然后快速降温

至500℃，保温0.5h，最后退火至常温，获得烧结煤废膨胀珍珠岩保温装饰一体化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烧结煤废膨胀珍珠岩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碱

激发剂为烧碱或生石灰。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烧结煤废膨胀珍珠岩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助

熔剂为玻璃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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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煤废膨胀珍珠岩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材料领域，具体为一种烧结煤废膨胀珍珠岩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及

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煤矸石和粉煤灰是采煤、燃煤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尽管煤矸石和粉煤灰已

经被广泛应用于砂浆及混凝土材料，但是我国每年产生的煤矸石和粉煤灰等煤废物资源化

综合利用率不足50%。这些煤废物不仅占用大量土地，而且还对空气、地下水产生恶劣影响。

由于煤矸石和粉煤灰本身含有大量可燃碳，如果用于高温烧结制品不仅具有内燃料功能，

而且还具有高温发泡功能。

[0003] 膨胀珍珠岩保温板是建筑节能领域常用的一种无机保温板材。但是常用膨胀珍珠

岩保温板一般采用粘结剂与膨胀珍珠岩混合，然后压制成型。为了提高板材强度，制备膨胀

珍珠岩保温板时需要大量粘结剂并提高保温板的压缩比，这无疑会增加了保温板的导热系

数，降低了保温板的保温性能。另外，传统采用水玻璃为粘结剂直接压制成型的膨胀珍珠岩

保温板还具有耐水性差、固化时间长、易受潮返碱等缺点。由于上述原因膨胀珍珠岩保温板

在建筑节能领域中的应用和推广受到了限制。

[0004] 文献《粉煤灰基轻质泡沫多孔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赵叶龙，大连理工大学，

2010）报道了一种采用浆料发泡法制备烧结粉煤灰泡沫材料的方法。但是该方法采用的烧

结温度较高（达到1050℃），消耗能源较多。虽然制备的烧结粉煤灰泡沫材料强度达到

6.76MPa，但是吸水率和容重仍然较高（吸水率126.5%，容重496kg/m3），这无疑会影响其保

温性能和耐久性。

[0005] 发明专利CN103553544B公开了一种具有低导热系数的膨胀珍珠岩外墙保温板材

及其制备方法，涉及到采用烧结方法制备膨胀珍珠岩外墙板。但是该方法的具有如下几个

缺点：（1）采用压制成型制备膨胀珍珠岩板坯，这导致膨胀珍珠岩破碎而影响板的保温性

能；（2）不具备发泡功能无机粘结剂在烧结过程中进一步增加了板的密实度，导致板的导热

系数进一步增加；（3）不具备保温装饰一体效果，板材上墙之后还需要抹面、装饰，导致施工

工艺繁琐，成本增加。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烧结煤废膨胀珍珠岩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及其制备方法，以

解决现有膨胀珍珠岩保温板存在的不足。

[0007] 本发明是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8] 一种烧结煤废膨胀珍珠岩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由保温基层和装饰面层组成。

[0009] 其中，保温基层按以下原材料的重量份数烧制而成：粉煤灰15~35份，煤矸石15~
35，膨胀珍珠岩20~60份，粘结剂10~20份，碱激发剂1.5~2.5，发泡剂0.5~1份，稳泡剂1~6份，

增强纤维3~5份，助熔剂0.1~0.2，水30~5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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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装饰面层按以下原材料的重量份数烧制而成：低温熔块60~80份，二氧化硅10~20

份，氧化锌5~10份，氧化硼4~7份，氧化锂0.5~2份，着色剂0.5~3份，分散剂0.2~0.3份，消泡

剂0.1~0.4份，水30~40份。

[0011] 上述烧结煤废膨胀珍珠岩保温装饰一体化板的制备方法如下：

[0012] （1）、将煤矸石磨成粉，过200目筛；

[0013] （2）、将粉煤灰和煤矸石粉与粘结剂、碱激发剂、发泡剂、稳泡剂、增强纤维、助熔

剂、水按比例混合，通过化学发泡方式或物理发泡方式获得发泡浆料；

[0014] （3）、将步骤（2）的发泡浆料与膨胀珍珠岩均匀混合、包裹，直接注模成型或入模振

动成型，然后固化24h，最后拆模获得发泡保温基层板坯；

[0015] （4）、将低温熔块、二氧化硅、氧化锌、氧化硼、氧化锂、着色剂、分散剂、消泡剂和水

按比例混合，采用球磨机湿磨6h，获得装饰面层釉浆；

[0016] （5）、采用步骤（4）获得的釉浆在步骤（3）获得的保温基层板坯表面施釉；

[0017] （6）、将步骤（5）获得的板坯入高温炉烧结，烧结温度725~800℃，烧结时间0.5~1h，

然后快速降温至500℃，保温0.5h，最后退火至常温，获得烧结煤废膨胀珍珠岩保温装饰一

体化板。

[0018] 膨胀珍珠岩还可以是球形闭孔膨胀珍珠岩、玻化微珠、纳米膨胀珍珠岩中的一种，

粒径0.01~15mm，其中纳米膨胀珍珠岩是指通过在膨胀珍珠岩孔洞填充气凝胶复合而合成

的纳米多孔材料。

[0019] 粘结剂为水玻璃、水泥、石灰、石膏中的一种。

[0020] 所述碱激发剂为烧碱或生石灰。

[0021] 物理发泡方式采用的发泡剂是植物发泡剂、动物发泡剂中的一种或两种复合；化

学发泡方式采用的发泡剂为双氧水。

[0022] 稳泡剂可以是明胶、聚丙烯酸钠（PAAS）或者蛋白质稳泡剂。

[0023] 增强纤维可以是玻璃纤维，莫来石纤维和玄武岩纤维中的一种。

[0024] 助熔剂为玻璃粉。

[0025] 着色剂为根据不同的呈色选择金属氧化物和颜料复配。

[0026] 通过试验发现，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7] 传统工艺通过粘结剂粘结、压制并烘干制备的膨胀珍珠岩保温板抗压强度一般在

0.3~0.5MPa，导热系数一般在0.045~0.07W/(m·K)。而本发明制备的烧结煤废膨胀珍珠岩

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导热系数≤0.042W/(m·K)，抗压强度≥0.60MPa，吸水率≤5%。此外，与

现有烧结的膨胀珍珠岩保温外墙板相比，本发明制备的烧结煤废膨胀珍珠岩保温装饰一体

化板大量利用固体废弃物粉煤灰，并且兼具保温装饰功能，应用于外墙保温可以一次安装

完成，省去二次抹灰和装饰施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产生上述有益效果的原因主要

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0028] 第一、通过发泡注浆或振动成型，常温固化技术，有效避免传统压制成型带来的大

量膨胀珍珠岩破损问题，显著降低膨胀珍珠岩保温板的密度和导热系数。

[0029] 第二、通过预发泡技术获得发泡的保温基层板坯，然后进行烧结，使得膨胀珍珠岩

粒间间隙充满高温烧结而成的高强度闭孔粉煤灰陶瓷气泡，这不仅提高了保温板的强度，

而且闭孔气泡有效地限制了空气的对流，显著降低基层膨胀珍珠保温板的导热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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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第三、充分利用粉煤灰和煤矸石的内燃料功能，通过添加少量助熔剂，有效降低烧

结温度，节约烧结能源。

[0031] 第四、采用高温烧结技术，使得膨胀珍珠岩颗粒表面玻化，粒间形成闭孔气泡，装

饰面层形成釉面，这都会显著降低保温板的吸水率，提高保温板的耐久性。

[0032] 第五、通过复合玻璃纤维、莫来石纤维和玄武岩纤维，有效提高板材的抗压强度、

抗折强度和抗冲击性能。

[0033] 第六、采用低温釉烧结技术，在烧结前施釉，保温基层和装饰面层一次烧结完成，

提高制备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0034] 本发明设计合理，高效利用粉煤灰、煤矸石的同时，制备的烧结煤废膨胀珍珠岩保

温板兼具防火、保温、装饰一体化的功能，具有很好的市场应用及推广价值。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进行详细说明。

[0036] 一种烧结煤废膨胀珍珠岩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具体实施例见表1、表2和表3所示。

其中碱激发剂采用生石灰，发泡剂方式采用物理发泡，发泡剂采用植物发泡剂，稳泡剂采用

PAAS，增强纤维采用莫来石纤维。

[0037] 表1所示为各实施例对应的保温基层原材料的重量份数。表2所示为各实施例对应

的装饰面层原材料的重量份数。表3所示为各实施例对应的烧结温度、烧结时间，以及试验

测得的烧结煤废膨胀珍珠岩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抗压强度和导热系数。

[0038] 各实施例中烧结煤废膨胀珍珠岩保温装饰一体化板的制备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0039] （1）、将煤矸石磨成粉，过200目筛；

[0040] （2）、将粉煤灰和煤矸石粉与粘结剂、碱激发剂、发泡剂、稳泡剂、增强纤维、助熔

剂、水按比例混合，通过物理发泡方式，高速搅拌获得发泡浆料；

[0041] （3）、将步骤（2）的发泡浆料与膨胀珍珠岩均匀混合、包裹，入模振动成型，固化

24h，然后拆模获得发泡保温基层板坯；

[0042] （4）、将低温熔块、二氧化硅、氧化锌、氧化硼、氧化锂、着色剂、分散剂、消泡剂及水

按比例混合，采用球磨机湿磨6h，获得装饰面层釉浆；

[0043] （5）采用步骤（4）获得的釉浆在步骤（3）获得的保温基层板坯表面施釉；

[0044] （6）将步骤（5）获得的板坯入高温炉烧结，烧结温度725~800℃，烧结时间0.5~1h，

然后以10℃/min快速降温至500℃，保温0.5h，最后退火至常温，获得烧结煤废膨胀珍珠岩

保温装饰一体化板。

[0045] 表1 实施例对应的保温基层原材料重量份数

[0046]

[0047] 注：*实施例3中以玻化微珠替代膨胀珍珠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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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实施例4中以纳米膨胀珍珠岩替代膨胀珍珠岩。

[0049] 表2  施例对应的装饰面层原材料重量份数

[0050]

[0051] 表3  烧结膨胀珍珠岩保温板烧结温度、烧结时间及物理力学性能

[0052]

[0053] 由表3可知，本实施例制备的烧结煤废膨胀珍珠岩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导热系数≤

0.042W/(m·K)，抗压强度≥0.60MPa，吸水率≤5%。其中，实施例4制备的保温装饰一体化板

的导热系数为0.035W/(m·K)，抗压强度达到1.2MPa，吸水率低至1.1%，综合性能最优。

[0054] 本发明实施例制备的烧结煤废膨胀珍珠岩保温装饰一体化板采用物理发泡注浆

和振动成型，结合高温烧结工艺，显著提高了自身保温性能、力学性能和耐久性，高效利用

粉煤灰、煤矸石的同时，还兼具防火、保温、装饰一体化的功能特点。

[0055] 最后所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参

照本发明实施例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都不脱离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其均应涵盖权利要求

保护范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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