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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超细玻璃棉废料制

备真空绝热板芯材的方法及真空绝热板，该方法

步骤包括：将火焰法玻璃棉的废料或边角料，先

后经打浆分散、稀释配浆、除渣、抄纸成型、负压

脱水、烘干、裁切，制得真空绝热板芯材。本发明

主要利用火焰法生产的超细玻璃棉分选出的废

料与生产玻璃纤维电池隔板产生的边角料等为

原料，成本大幅降低；芯材的单层厚度可达5-

40mm，使生产效率大幅提高，芯材强度提高，抽真

空前后垂直于板面方向的膨胀率小于10％。所制

备的真空绝热板导热系数低于5mW(m·K)，绝热

性能优异、成本低、强度高、安全可靠、使用寿命

长，可达30年以上，特别适用于建筑墙体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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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超细玻璃棉废料制备真空绝热板芯材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包括：将火焰法

玻璃棉的废料或边角料，先后经打浆分散、稀释配浆、除渣、抄纸成型、负压脱水、烘干、裁

切，制得真空绝热板芯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超细玻璃棉废料制备真空绝热板芯材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火焰法玻璃棉废料或边角料的玻璃棉纤维直径为0.1-3μm，长度为0.5-5mm。

3.由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制备的真空绝热板芯材。

4.根据权利3所述的真空绝热板芯材，其特征在于，真空绝热板芯材的单层厚度为5-

40mm。

5.根据权利3所述的真空绝热板芯材，其特征在于，真空绝热板芯材的密度为180-

250kg/m3。

6.一种真空绝热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将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制得的单层真空绝热板芯材，在隧道烤箱中烘烤，取出后装入阻隔袋中，于真空室内真空封

口，制得所述真空绝热板。

7.由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制备的一种真空绝热板。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真空绝热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阻隔膜由外层的保护

层、中间的阻隔层以及内侧的热熔合层复合而成，所述的保护层外侧含有一层玻璃纤维布，

所述的阻隔层是含铝的一层或多层结构，所述的热熔合层为PE。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真空绝热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真空绝热板芯材真空封

装前后垂直于板面方向的膨胀率小于10％。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真空绝热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阻隔袋中还中包括化

学吸附剂，所述的化学吸附剂放置于真空绝热板芯材的内部或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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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超细玻璃棉废料制备真空绝热板芯材的方法及真空绝

热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绝热材料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利用超细玻璃棉废料制备真空绝热板芯

材的方法及真空绝热板。

背景技术

[0002] 真空绝热板(VIP)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超级绝热材料，它是基于真空绝热原

理，通过抑制气体的对流和热传导，尽可能降低固体和辐射热传导，制得的一种新型高效绝

热材料，导热系数一般在5mW(m·K)以下，比传统绝热材料导热系数低一个量级，优异的绝

热性能使其已在低温冷藏及建筑保温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0003] 常用的VIP芯材有以玻璃纤维为代表的纤维类芯材和以气相二氧化硅为代表的粉

末类芯材，玻璃纤维相比气相二氧化硅，优点是原料成本低，芯材成型工艺简单，初始导热

系数低，缺点是导热系数随板内压力上升增长快，使用寿命短。而气相二氧化硅的优点是使

用寿命长，缺点是原料贵，成型工艺复杂。

[0004] 而玻璃纤维芯材按照玻璃纤维的制备工艺分类有三种：短切丝，离心法玻璃棉(离

心棉)和火焰法玻璃棉(火焰棉)。短切丝和离心棉生产成本低，纤维粗，制备的VIP芯材成本

相对火焰棉便宜，但是芯材孔隙大，导热系数随板内压力上升增长快，使用寿命短；而火焰

棉的生产属于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而且生产效率低，用正品的原材料制作芯材与VIP本身

作为一种高效节能环保材料的理念相悖。

[0005] 火焰棉生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按照一定技术指标对原棉进行分选，会产生大

量的不合格品废料，一般这些废料可经过二次回炉重新生产新的玻璃棉，这对企业来说既

增加了能耗和回收的成本，又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在火焰棉制作玻璃纤维电池隔板的

过程中，也会产生大量的不合格品或者边角料，这些废料可以少量添加到原料中二次打浆

制作新的隔板，添加太多会影响产品技术性能，所以废料回收利用困难。如果能够收集这些

火焰棉废料或废品并合理利用，变废为宝，既为企业创造了经济效益，又能减少能源消耗和

环境污染。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利用超细玻璃棉废

料制备真空绝热板芯材的方法及真空绝热板，解决火焰棉废物难以处理的问题。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8] 利用超细玻璃棉废料制备真空绝热板芯材的方法，其步骤包括：将火焰法玻璃棉

废料或边角料，先后经打浆分散、稀释配浆、除渣、抄纸成型、负压脱水、烘干、裁切，制得真

空绝热板芯材。

[0009] 优选的，所述的火焰法玻璃棉废料或边角料的玻璃棉纤维直径为0.1-3μm，长度为

0.5-5mm。所选用的废料或边角料都是火焰棉生产过程中分选的废料或者制品的不合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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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边角料等，不含离心棉和短切丝纤维，以及其它材料，其纤维本身的直径和长度取决于废

料或边角料，一般地，火焰法玻璃棉纤维长度在上述要求范围内，且次啊要上述直径和长度

的玻璃棉纤维制作的芯材的性能更好，导热系数随时间变化很慢，使用寿命长。

[0010] 优选的，所述的真空绝热板芯材的单层厚度为5-40mm。由于废料二次打浆后纤维

会碎断，变得更短，不易制成薄毡状，这里制成厚度为5-40mm的单层芯材，不但可大幅提高

生产效率，而且提高芯材的强度。

[0011] 优选的，所述的真空绝热板芯材的密度为180-250kg/m3。在抄纸成型步骤中，通过

控制例如浆料浓度、送浆量、网带速度及压辊压力等参数，实现芯材的密度调节，太小的密

度一般会导致芯材强度下降，真空绝热板容易断裂，而且内部孔隙变大之后热辐射传热项

会增加，整体绝热性能会下降；而密度太大，增加材料用量的同时，也会增加固体热传导性，

导致整体绝热性能下降，本方案中，通过限定密度为180-250kg/m3，，可以很好地兼顾芯材的

强度和热传导性能。

[0012] 一种真空绝热板，所述的真空绝热板包括阻隔袋以本发明任一实施方式所制得的

真空绝热板芯材组成，所述的真空绝热板芯材真空密封于阻隔袋内。

[0013] 优选的，所述的阻隔袋由阻隔膜热封边制得，所述的阻隔膜由外层的保护层、中间

的阻隔层以及内侧的热熔合层复合而成。所述的保护层外侧含有一层耐穿刺的玻璃纤维

布，此特征可以提高VIP的耐穿刺性能，符合建筑用真空绝热板标准JGT  438-2014的技术要

求，所述的阻隔层是含铝的一层或多层结构，所述的热熔合层为PE。

[0014] 优选的，所述的真空绝热板芯材真空封装前后垂直于板面方向的膨胀率小于

10％。此特征使VIP在漏气或破损后失去真空后不会沿垂直于板面方向膨胀起鼓，防止VIP

从安装物体上脱落，提高了VIP使用的安全可靠性，且能满足建筑用真空绝热板标准JGT 

438-2014的技术要求。

[0015] 优选的，所述的阻隔袋中还包括化学吸附剂，所述的化学吸附剂放置于芯材内部

或芯材表面。所述化学吸附剂包含氧化钙。氧化钙价格低廉，但能够充分吸附对真空绝热板

性能影响最大的有害气体—水气，维持板内良好的真空环境，提高绝热性能，延长使用寿

命。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提供了一种利用超细玻璃棉废料制备真空绝热板芯材的

方法，所采用的原材料是火焰棉生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分选出来的不合品废料，或是火焰

棉制作电池隔板产生的不合格品或边角料以及其它火焰棉制品生产中产生的废料，通过湿

法造纸工艺制得单层厚度在5-40mm芯材，其机械强度高，抽真空前后膨胀率小。本发明是把

火焰棉废料回收利用，既低碳环保，又降低材料成本。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真空绝热板，所

采用的阻隔膜外表面覆有一层玻璃纤维布，以提高VIP的耐穿刺性能，在真空封装前后垂直

于板面方向的膨胀率小于10％，符合建筑用真空绝热板标准JGT  438-2014的技术要求，安

全可靠性提高。利用该芯材所制得的真空绝热板导热系数低于5mW(m·K)，机械强度高，膨

胀率小，使用寿命长，可达30年以上，而且生产成本低，特别适用于建筑墙体保温市场。

附图说明

[0017]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更加清楚，本发明提供如下附图进行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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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利用超细玻璃棉废料制备真空绝热板芯材的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详细的描述。

[0020] 实施例1利用超细玻璃棉废料制备真空绝热板芯材

[0021]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中提供的利用超细玻璃棉废料制备真空绝热板芯材的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

[0022] (1)废料收集：把火焰法生产玻璃棉过程中分选出来的超细废料或边角料，以及不

合格品产生的废料进行收集。此处的超细废料一般是指纤维直径在0.1-3μm，长度为在0.5-

5mm的玻璃棉纤维。

[0023] (2)打浆分散：把收集的废料投入打浆池打浆分散，并加硫酸，调节浆液PH值在3-

3.5之间。添加硫酸的目的对纤维进行表面处理，通过调节浆液PH值在3-3.5之间，可以使得

纤维在打浆过程中尽可能不容易碎断，减少纤维内部的应力，利于分散等。

[0024] (3)稀释配浆：把打浆均匀的浆料泵送至配浆池进行稀释，稀释到浓度为原浆料的

1/5。一般地，打浆的时候浓度都比较大，以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因此打浆之后需要再进行稀

释配浆，稀释后还有一个搅拌过程，使浆料里面的纤维分散很均匀。作为较优的生产工艺

中，打浆与稀释过程中的浓度关于为稀释到浓度为原浆料的1/5，但是这不是绝对要求，例

如，会根据前道工序分散的好坏，后道抄纸性能要求进行调节。

[0025] (4)除渣：利用除渣器对浆料进行除渣处理；此处的渣指的是废料中可能存在的玻

璃渣球，或者步骤(2)中无法打散的废料团聚物。

[0026] (5)抄纸成型：把除渣后的浆料送入成型网进行脱水抄纸成型，制得芯材坯料，同

时利用压辊对坯料进行辊压，使纤维平躺在坯料表面，表面平整，通过控制送浆量，网带速

度及压辊压力来调节芯材坯料的厚度约为23.4mm。需要说明的是，此处得到的芯材胚料厚

度仅是一种具体实验例，通过调节上述参数可以得到5-40mm之间任意厚度的芯材。芯材厚

度太薄不易成型，太厚不易脱水。

[0027] (6)负压脱水：把芯材坯料进行负压脱水，使含水量控制在30％以下。通过负压把

大部分水分去除，得到基本成型的芯材，便于后续的烘烤。如果不脱水直接去烘烤，芯材很

容易破损，不便于拿出，另外也不易烘烤，烘干后芯材表面坑坑洼洼，不能使用。

[0028] (7)烘干：把脱水后的芯材坯料送入隧道烤箱进行烘干，烘干温度在300-350℃，使

芯材坯料的含水量控制在1％以下，所得芯材的厚度约20.2mm。

[0029] 此处仅作为举例，制得厚度约为20.2mm的芯材，经过上述工艺，通过调节步骤(5)

中的送浆量，网带速度及压辊压力，可以得到不同厚度的芯材，如芯材的单层厚度可以为5-

40mm。

[0030] (8)裁切：把烘干后的芯材坯料裁切成指定尺寸的样品，例如裁切成尺寸为300mm

×300mm样品，即制得真空绝热板芯材，此处称为超细玻璃棉废料芯材。

[0031] 实施例2使用实施例1制得的玻璃纤维芯材制作真空绝热板

[0032] 具体制作过程如下：

[0033] (1)把实施例1中制得的芯材在250℃的隧道烤箱烘烤10分钟。如果不对芯材进行

烘烤，在抽真空的时候，吸附在材料表面水分在真空环境下会不断释放，这个过程需要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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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烤后若只需要30分钟，不烘烤则需要5个小时以上)。本步骤在真空封装之前对材料进行

烘干，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

[0034] (2)取出烘烤后的芯材，装入覆有玻纤布的铝塑复合的阻隔袋中，然后置于真空

室。阻隔袋由阻隔膜热封边制得，阻隔膜由外层的保护层、中间的阻隔层以及内侧的热熔合

层复合而成，保护层外侧含有一层耐穿刺的玻璃纤维布，此特征可以提高VIP的耐穿刺性

能，符合建筑用真空绝热板标准JGT  438-2014的技术要求，阻隔层是含铝的一层或多层结

构，所述的热熔合层为PE。

[0035] (3)开启真空系统抽真空，抽空时间大于10min，且真空室压力小于5Pa时，对阻隔

袋进行真空热封口，即制得由单层超细玻璃棉废料芯材组成的真空绝热板。

[0036] 实施例3测量真空绝热板的膨胀率以及导热系数初始值

[0037] 对实施例1中制得的超细玻璃棉废料芯材厚度进行测量，其平均厚度为20.1mm，对

实施例2中制作的真空绝热板样品厚度进行测量，其平均厚度为18.8mm(减掉阻隔袋厚度)，

计算得到抽真空前后的膨胀率为6.9％，小于10％，使VIP在漏气或破损后失去真空后不会

沿垂直于板面方向膨胀起鼓，防止VIP从安装物体上脱落，提高了VIP使用的安全可靠性，且

能满足建筑用真空绝热板标准JGT  438-2014的技术要求。对实施例2中制得的真空绝热板

样品的导热系数进行测试，导热系数初始值为4.2mW/m·K。

[0038] 实施例4测试真空绝热板的耐久性

[0039] 取9个实施例2制作的真空绝热板样品，浸入水中1天后取出，搽拭干净表面，然后

置于温湿度交变的老化试验箱中进行湿热冷冻循环试验30次，取出后在实验条件下放置2

天后，测试导热系数值为4.5mW/m·K，上升量△仅为0.3mW/m·K，接近纳米二氧化硅芯材的

性能，老化后小于5mW/m·K，可达到建筑用真空绝热板的I型指标。

[0040] 湿热冷冻循环条件如下：

[0041] (1)1小时升温至(70±5)℃，相对湿度RH(90±5)％，然后保持3小时；

[0042] (2)1小时降温至温度(-20±5)℃，然后保持3小时。

[0043] 上述工艺中，采用的原料是火焰法生产玻璃棉时产生的废料或边角料，实现了废

料利用，解决了火焰法生产玻璃棉的废料处理问题，既为企业创造了经济效益，又能减少能

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火焰棉很细，但是经过上述实施例1中所述工艺流程后，可以制得厚度

较大的芯材坯料，利用该芯材胚料制作真空绝热板时，采用单层芯材胚料即可制得所需厚

度的真空绝热板，相比于现有技术中需要通过叠层技术制备真空绝热板的方法，不仅简化

了真空绝热板的制作工艺，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也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单层结构的真

空绝热板相比于层叠结构的真空绝热板，板的强度更大，更不易断裂。而且，经过上述实施

例3-4的实验测量可知，由于纤维细，芯材孔隙小，不含有机物(使用的火焰棉不合格品和废

料都不含有机物，制备芯材的工艺中也没有加入有机物)，导热系数对板内压力上升不敏

感，随时间上升很慢，可达到建筑用材I型指标，使用寿命大大延长，使用寿命可大于30年，

而且膨胀率低。利用本发明制得的真空绝热板芯材及其真空绝热板与现有技术相比，无论

是从产品性能指标，成本以及能耗环保等方面，都具有很大的优势。

[0044] 最后说明的是，尽管通过上述实施例已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描述，但本领域技术

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在形式和细节上对其作各种各样的改变，而不偏离本发明权利要求书

所限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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