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710676.5

(22)申请日 2020.07.22

(71)申请人 西安理工大学

地址 710048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金花南

路5号

(72)发明人 陈源清　何宇航　杨寒霄　岳建设　

(74)专利代理机构 西安弘理专利事务所 61214

代理人 罗笛

(51)Int.Cl.

C04B 38/10(2006.01)

C04B 33/13(2006.01)

C04B 33/2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多孔吸声降噪陶瓷的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多孔吸声降噪陶瓷的制

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步骤1，将原料莫来石粉、

粘土、石英粉混合得到混合粉末，将混合粉末和

水混合并加入分散剂、球磨，随后加入胶凝剂，再

次球磨，得到浆料；步骤2，将浆料转移至烧杯中，

加入发泡剂，随后在水浴条件下进行搅拌，得到

发泡浆料；然后将发泡浆料注入模具中静置；步

骤3，脱模得到样坯；将样坯干燥得到生坯；将生

坯高温烧结，炉冷，得到多孔吸声降噪陶瓷。本发

明多孔吸音降噪陶瓷的制备方法，一方面对原料

和工艺方法进行改造，降低了使用成本；另一方

面，筛选胶凝剂，以及优化工艺过程，获得了具有

高强度，高耐火度，和高吸声降噪系数的多孔吸

声降噪陶瓷材料，具有很好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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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孔吸声降噪陶瓷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浆料制备

将原料莫来石粉、粘土、石英粉混合得到混合粉末，将所述混合粉末和水混合并加入分

散剂，第一次球磨，随后加入胶凝剂，第二次球磨，得到固含量为55wt％～65wt％的浆料；

步骤2，发泡注模

将步骤1得到的浆料转移至烧杯中，加入发泡剂，随后在水浴条件下搅拌，得到发泡浆

料；然后将发泡浆料注入模具中，静置4h～6h；

步骤3，干燥烧结

将步骤2中的模具脱去，得到样坯；

将所述样坯置于烘箱干燥，得到生坯；

将所述生坯置于高温烧结炉烧结，随后炉冷至室温，得到所需多孔吸声降噪陶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孔吸声降噪陶瓷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

中莫来石粉、粘土、石英粉混合的质量比为(3～7):(2～5):(1～4)；

所述混合粉末和水的重量比为(0.4～0.7):(0.3～0.6)。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孔吸声降噪陶瓷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

中分散剂具体为六偏磷酸钠且重量为所述水的0.1wt％～0.5wt％；

所述胶凝剂的重量为所述水的0.4wt％～1.1wt％，所述胶凝剂具体为卡拉胶、葡萄糖

和柠檬酸的混合物，其中所述卡拉胶的重量为所述水的0.1wt％～0.3wt％，所述葡萄糖的

重量为所述水的0.1wt％～0.4wt％，所述柠檬酸的重量为所述水的0.2wt％～0.4wt％。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孔吸声降噪陶瓷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

中第一次球磨的参数为：以250rpm的转速球磨2h～4h；

所述第二次球磨的参数为：以250rpm的转速球磨0.5h～1.5h。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孔吸声降噪陶瓷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

中发泡剂具体为十二烷基硫酸钠且重量为步骤1中所述水的0.4wt％～0.7wt％。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孔吸声降噪陶瓷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

中水浴温度为70℃～80℃；搅拌时间为5min～10min。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孔吸声降噪陶瓷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

中烘箱干燥的参数：烘箱温度60℃～70℃，干燥时间8h～12h。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孔吸声降噪陶瓷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

中高温烧结炉烧结参数为：

所述高温烧结炉以3℃/min的速率升温至200℃，保温30min～100min，随后以5℃min的

速率升温至1350℃～1450℃，保温1h～8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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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孔吸声降噪陶瓷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功能陶瓷制备方法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多孔吸声降噪陶瓷的制备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的发展，噪音污染已经逐渐成为城市生活的污染源之一。为降低噪音污

染带来的种种不良影响，吸音降噪材料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0003] 吸声材料一般具有轻质、疏松、多孔结构的特点。吸声材料多种多样，分为有机吸

声材料和无机吸声材料等。有机吸声材料主要有泡沫塑料、脲醛泡沫塑料、工业毛毡等，但

是不防火，不耐高温，强度低，在火灾等情况下，很容易被毁掉。无机吸声材料有泡沫玻璃、

玻璃棉、矿渣棉、沥青矿渣棉等，但耐火度低、有毒性等问题，亦或者在中低频段的吸声降噪

效果较差。

[0004] 根据材料的吸声的原理，孔径、孔隙率与吸声系数具有直接联系。材料的特性阻抗

与介质(空气)特性阻抗的比可表达为：γ＝ρc/ρ0c0，式中，参数ρ为多孔材料的有效密度，参

数c为气流在多孔材料内部的流动速率，参数ρ0是空气密度，参数c0空气中的声速。为了使更

多声波能透入多孔材料内，必须使γ接近1，为此可适当增加多孔材料的连通孔隙率，降低

材料有效密度，但是密度的降低，会导致材料的折弯系数，以及抗压强度下降。

[0005] 目前，采用模板发泡方法制备多孔陶瓷，存在烧结过程中的有机物大量排放，污染

环境。利用冷冻干燥或超临界干燥技术，可以获得性能卓越的多孔陶瓷材料，但是成本太

高，且不能制备大尺寸的多孔材料。而凝胶注模方法结合发泡法制备多孔陶瓷，因成本低，

工艺稳定具有良好的前景。

[0006] 中国专利《多孔氧化铝陶瓷及其制作方法》(申请号：CN201910836102.X；申请日：

20190904；公开号：CN110423135A；公开日：20191108)采用氧化铝为原料，异丁烯和顺丁烯

二酸酐的共聚物为胶凝剂，聚丙烯酸铵或四甲基氢氧化铵为分散剂，通过发泡、注模、干燥、

烧结，从而获得了孔隙率较好的多孔氧化铝；但是胶凝剂异丁烯和顺丁烯二酸酐的共聚物，

聚丙烯酸铵或四甲基氢氧化铵，都有一定毒性，不适合大规模推广。

[0007] 中国专利《一种多层结构多孔陶瓷吸声材料及其制备方法》(申请号：

CN201510438388.8；申请日：20150723；公开号：CN105036797B；公开日：20170426)提出了一

种以矿物为原料，成本较低的制备多孔陶瓷吸声材料的方法，其目的是为了解决交通噪声；

但是制备的吸声陶瓷材料，并未给出相应的吸声系数，并不明确是否能达到降低交通噪声

的目的，对于特定场合的低频噪音的吸声效果，更不可知。与之相类似，中国专利《具有多种

吸声结构的低成本生态陶瓷材料及其制备方法》(申请号：CN201910774304 .6；申请日：

20190821；公开号：CN110342956A；公开日：20191018)公开了用矿物为原料，制备一种成本

较低的多孔陶瓷吸声材料，但强度较低，应用仍然受限。文献《多孔陶瓷吸声材料的制备与

性能研究》(硕士论文)，采用了植物胶为胶凝胶，具有环保功效，但是采用了博罗石粒，番禺

黑泥，梅州石粉等价格昂贵的原料，不适合大规模应用。中国专利《一种具有吸音和植物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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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功能的陶瓷材料及其制备方法》(申请号：CN201110370562.1；申请日：20111118；公开号：

CN102515823B；公开日：20131113)公开的吸音陶瓷材料，具有一定耐火度和吸音系数，但是

原料中由大量有机甚至有毒添加剂，会造成空气污染，且所制得多孔陶瓷抗压强度低，低频

区的吸音系数低。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多孔吸声降噪陶瓷的制备方法，解决了现有制备方法吸

声降噪陶瓷中，添加物有毒性、成本较高、且制备的陶瓷抗压强度和吸音系数低的问题。

[0009]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多孔吸声降噪陶瓷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0] 步骤1，浆料制备

[0011] 将原料莫来石粉、粘土、石英粉混合得到混合粉末，将混合粉末和水混合并加入分

散剂、第一次球磨，随后加入胶凝剂，第二次球磨，得到固含量为55wt％～65wt％的浆料；

[0012] 步骤2，发泡注模

[0013] 将步骤1得到的浆料转移至烧杯中，加入发泡剂，随后在水浴条件下进行搅拌，得

到发泡浆料；然后将发泡浆料注入模具中，静置4h～6h；

[0014] 步骤3，干燥烧结

[0015] 将步骤2中的模具脱去，得到样坯；

[0016] 将样坯置于烘箱干燥，得到生坯；

[0017] 将生坯置于高温烧结炉烧结，随后炉冷至室温，得到所需多孔吸声降噪陶瓷。

[0018] 本发明的特征还在于，

[0019] 步骤1中莫来石粉、粘土、石英粉混合的质量比为(3～7):(2～5):(1～4)；

[0020] 混合粉末和水的重量比为(0.4～0.7):(0.3～0.6)。

[0021] 步骤1中分散剂具体为六偏磷酸钠且重量为水的0.1wt％～0.5wt％；

[0022] 胶凝剂的重量为水的0.4wt％～1.1wt％，胶凝剂具体为卡拉胶、葡萄糖和柠檬酸

的混合物，其中卡拉胶的重量为水的0.1wt％～0.3wt％，葡萄糖的重量为水的0.1wt％～

0.4wt％，柠檬酸的重量为水的0.2wt％～0.4wt％。

[0023] 步骤1中第一次球磨的参数为：以250rpm的转速球磨2h～4h；

[0024] 第二次球磨的参数为：以250rpm的转速球磨0.5h～1.5h。

[0025] 步骤2中发泡剂具体为十二烷基硫酸钠，且重量为步骤1中水的0 .4wt％～

0.7wt％。

[0026] 步骤2中水浴温度为70℃～80℃；搅拌时间为5～10min。

[0027] 步骤3中烘箱干燥的参数：烘箱温度60℃～70℃，干燥时间8h～12h。

[0028] 步骤3中高温烧结炉烧结参数为：

[0029] 高温烧结炉以3℃/min的速率升温至200℃，保温30min～100min，随后以5℃min的

速率升温至1350℃～1450℃，保温1h～8h。

[003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31] (1)本发明一种多孔吸声降噪陶瓷的制备方法，采用莫来石粉、粘土、石英粉作为

原料，制备过程中不涉及模压机、冷等静压机等昂贵设备，降低了生产成本；

[0032] (2)本发明一种多孔吸声降噪陶瓷的制备方法，采用水为溶剂替代传统的有机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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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烧结过程中无有机物质的挥发，且碳排放量减小，对环境友好，无毒性物质排出；

[0033] (3)本发明一种多孔吸声降噪陶瓷的制备方法，获得厚度为30mm的多孔吸声降噪

陶瓷、孔径范围140μm～360μm、在0-5000Hz范围内体降噪系数为0.8、耐高温不小于1350℃、

抗折强度50MPa，性能良好，满足了防火、吸声降噪以及一定强度等特殊使用需求。

附图说明

[0034] 图1是本发明一种多孔吸声降噪陶瓷的制备方法的制备流程图；

[0035] 图2是本发明制备方法中实施例1获得的多孔吸声降噪陶瓷的微观形貌图；

[0036] 图3是本发明制备方法中实施例1获得的不同厚度的多孔吸声降噪陶瓷的抗压强

度曲线图；

[0037] 图4是本发明制备方法中实施例1获得的多孔吸声降噪陶瓷的不同频率的吸声系

数曲线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39] 实施例1

[0040] 制备流程如图1所示，具体的：

[0041] 步骤1，浆料制备

[0042] 称取质量莫来石粉为30份、粘土50份、石英粉20份、50份的水混合，加入重量为水

0.1wt％的分散剂六偏磷酸钠、以250rpm的转速球磨2h，随后加入胶凝剂，以250rpm的转速

球磨1h，得到浆料；

[0043] 胶凝剂具体为卡拉胶、葡萄糖和柠檬酸的混合物，其中卡拉胶的重量为水的

0.3wt％，葡萄糖的重量为水的0.4wt％，柠檬酸的重量为水的0.2wt％。

[0044] 步骤2，发泡注模

[0045] 将步骤1得到的浆料转移至烧杯中，加入重量为水的0.4wt％发泡剂十二烷基硫酸

钠，随后在温度70℃水浴条件下，搅拌5min，得到发泡浆料；然后将发泡浆料注入模具中，静

置4h。

[0046] 步骤3，干燥烧结

[0047] 将步骤2中的模具脱去，得到样坯；将样坯置于温度60℃烘箱干燥8h，得到生坯；将

生坯置于高温烧结炉中，以速率3℃/min升温至200℃，保温30min，随后以速率5℃min升温

至1350℃，保温1h，炉冷至室温，得到所需多孔吸声降噪陶瓷。

[0048]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分别制备厚度为20mm、30mm和40mm多孔吸声降噪陶瓷样品。

如图2所示，样品中分布着许多的细小微孔，且孔洞大小分布均匀，孔径尺寸集中在140μm-

350μm之间。

[0049] 如图3所示，厚度在30mm时，抗折强度接近50MPa；厚度在40mm时，抗折强度达到了

65MPa，表明该多孔陶瓷具有良好的强度。如图4所示，厚度为30mm～40mm的样品，在0-

5000Hz范围内，降噪系数均达到0.8以上，满足吸声墙体材料的使用要求。

[0050] 实施例2

[0051] 步骤1，浆料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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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称取质量莫来石粉为50份、粘土20份、石英粉30份、45份的水混合，加入重量为水

0.3wt％的分散剂六偏磷酸钠、以250rpm的转速球磨3h，随后加入胶凝剂，以250rpm的转速

球磨0.5h，得到浆料；

[0053] 胶凝剂具体为卡拉胶、葡萄糖和柠檬酸的混合物，其中卡拉胶的重量为水的

0.2wt％，葡萄糖的重量为水的0.4wt％，柠檬酸的重量为水的0.4wt％。

[0054] 步骤2，发泡注模

[0055] 将步骤1得到的浆料转移至烧杯中，加入重量为水的0.5wt％发泡剂十二烷基硫酸

钠，随后在温度70℃水浴条件下，搅拌8min，得到发泡浆料；然后将发泡浆料注入模具中，静

置6h。

[0056] 步骤3，干燥烧结

[0057] 将步骤2中的模具脱去，得到样坯；将样坯置于温度70℃烘箱干燥10h，得到生坯；

将生坯置于高温烧结炉中，以速率3℃/min升温至200℃，保温50min，随后以速率5℃min升

温至1350℃，保温3h，炉冷至室温，得到所需多孔吸声降噪陶瓷。

[0058] 按照实施例2的方法，分别制备厚度为30mm和40mm多孔吸声降噪陶瓷样品，吸声系

数达到了0.30以上。如表1所示，厚度30mm，直径99mm的样品，测试结果在0-5000Hz范围内，

降噪系数达到了0.92。

[0059] 实施例3

[0060] 步骤1，浆料制备

[0061] 称取质量莫来石粉为40份、粘土20份、石英粉40份、55份的水混合，加入重量为水

0.5wt％的分散剂六偏磷酸钠、以250rpm的转速球磨4h，随后加入胶凝剂，以250rpm的转速

球磨1.5h，得到浆料；

[0062] 胶凝剂具体为卡拉胶、葡萄糖和柠檬酸的混合物，其中卡拉胶的重量为水的

0.2wt％，葡萄糖的重量为水的0.2wt％，柠檬酸的重量为水的0.3wt％。

[0063] 步骤2，发泡注模

[0064] 将步骤1得到的浆料转移至烧杯中，加入重量为水的0.6wt％发泡剂十二烷基硫酸

钠，随后在温度80℃水浴条件下，搅拌10min，得到发泡浆料；然后将发泡浆料注入模具中，

静置5h。

[0065] 步骤3，干燥烧结

[0066] 将步骤2中的模具脱去，得到样坯；将样坯置于温度70℃烘箱干燥12h，得到生坯；

将生坯置于高温烧结炉中，以速率3℃/min升温至200℃，保温30min，随后以速率5℃min升

温至1400℃，保温2h，炉冷至室温，得到所需多孔吸声降噪陶瓷。

[0067] 按照实施例3的方法，分别制备厚度为30mm和40mm多孔吸声降噪陶瓷样品，吸声系

数达到了0.37以上。如表1所示，厚度30mm，直径99mm的样品，测试结果在0-5000Hz范围内，

降噪系数达到了0.8。

[0068] 实施例4

[0069] 步骤1，浆料制备

[0070] 称取质量莫来石粉为60份、粘土30份、石英粉10份、50份的水混合，加入重量为水

0.2wt％的分散剂六偏磷酸钠、以250rpm的转速球磨4h，随后加入胶凝剂，以250rpm的转速

球磨1h，得到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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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胶凝剂具体为卡拉胶、葡萄糖和柠檬酸的混合物，其中卡拉胶的重量为水的

0.3wt％，葡萄糖的重量为水的0.3wt％，柠檬酸的重量为水的0.2wt％。

[0072] 步骤2，发泡注模

[0073] 将步骤1得到的浆料转移至烧杯中，加入重量为水的0.4wt％发泡剂十二烷基硫酸

钠，随后在温度75℃水浴条件下，搅拌10min，得到发泡浆料；然后将发泡浆料注入模具中，

静置4h。

[0074] 步骤3，干燥烧结

[0075] 将步骤2中的模具脱去，得到样坯；将样坯置于温度60℃烘箱干燥12h，得到生坯；

将生坯置于高温烧结炉中，以速率3℃/min升温至200℃，保温100min，随后以速率5℃min升

温至1450℃，保温3h，炉冷至室温，得到所需多孔吸声降噪陶瓷。

[0076] 按照实施例4的方法，分别制备厚度为30mm和40mm多孔吸声降噪陶瓷样品，吸声系

数达到了0.33以上。如表1所示，厚度30mm，直径99mm的样品，测试结果在0-5000Hz范围内，

降噪系数达到了0.86。

[0077] 如表1所示，对实施例1-实施例4中所得厚度30mm、直径99mm的多孔吸声降噪陶瓷

样品，进行物理性能测试：通过测试可知，多孔陶瓷制品可耐高温1350℃以上，在0-5000Hz

范围内，降噪系数都在0.8以上，抗压强度达到38MPa以上，具有较高孔隙率且高达70％，可

以满足众多场合的样品使用要求。

[0078] 表1样品物理性能测试汇总

[0079]

[0080] 本发明多孔吸音降噪陶瓷的制备方法，一方面对原料和工艺方法进行改造，降低

了使用成本；另一方面，筛选胶凝剂，以及优化工艺过程，获得了具有高强度，高耐火度，和

高吸声降噪系数的多孔吸声降噪陶瓷材料，具有很好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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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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