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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泡沫混凝土，其由如下质

量份数的原料组成：水泥200～300份、陶粒250～

370份、沙子380～460份、抗拉纤维3～6份、水150

～350份、发泡剂3.5～5.4份、减水剂4～7份。本

发明提供的泡沫混凝土能够实现质量更轻、强度

更大、成孔质量高，以提高其在抗压强度、抗渗

性、隔音、隔热等各方面的物理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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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泡沫混凝土，其特征在于，其由如下质量份数的原料组成：水泥200～300份、陶

粒250～370份、沙子380～460份、抗拉纤维3～6份、水150～350份、发泡剂3.5～5.4份、减水

剂4～7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泡沫混凝土，其特征在于，其由如下质量份数的原料组成：水

泥253份、陶粒332份、沙子405份、抗拉纤维4.2份、水200份，发泡剂4.2份、减水剂5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泡沫混凝土，其特征在于，其由如下质量份数的原料组成：水

泥276份、陶粒364份、沙子452份、抗拉纤维4.6份、水236份、发泡剂4.5份、减水剂4.7份。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泡沫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陶粒其由椰炭壳：再生

混凝土：粉煤灰：石灰质粘土按质量份数比为10：61：25：4组成，其将再生混凝土、粉煤灰以

及石灰质粘土混合均匀，在520℃温度下预热20～25min，后于1180～1200℃温度下焙烧10

～15min，待温度降到350℃时加入椰炭壳，保温10～15min，造粒制备粒径为5～8mm的陶粒；

其中，所述再生混凝土由废弃的混凝土块破碎成粉渣而成。

5.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泡沫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抗拉纤维由聚丙烯纤

维35～45份和轻钢纤维55～65份组成。

6.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泡沫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发泡剂由如下重量份

数的原料组成：十二烷基苯磺酸钠4.5份、超细铝粉2.3份、氢氧化镁粉2份、氢氧化钠1份、聚

乙二醇甲基葡萄糖苷双油酸酯0.5份、三乙醇胺0.2份，聚丙烯酰胺0.6份、羧甲基纤维素1

份、水58份。

7.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泡沫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减水剂由如下重量分

数的原料组成：对氨基苯磺酸盐甲醛缩聚物4～20份、木钙10～15份、环氧乙烷-环氧丙烷共

聚物10～14份、聚氧化乙烯4～7份、亚硝酸钠3～5份、氢氧化钠1～2份、三聚磷酸铝2～5份，

椰油酰二乙醇胺2～3份、基酚与环氧乙烷缩合物1～2份、苯酚2～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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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泡沫混凝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混凝土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泡沫混凝土。

背景技术

[0002] 泡沫混凝土的制备与拌制普通混凝土不同，它存在一个泡沫导入的过程。为了更

好地在这个过程中将泡沫均匀引入到水泥浆料中并完好均匀地分布于泡沫混凝土体系，要

求水泥浆料具有良好的流动性。以加快混凝土强度，水灰比是保证水泥砂浆具有良好流动

性的必要条件。

[0003] 泡沫混凝土的生产方法有湿砂浆法和干砂浆法两种。湿砂浆法通常是在混凝土搅

拌站将水泥、砂等搅拌成砂浆，并用汽车式搅拌机车运至工地，再将单独制成的泡沫加入砂

浆，搅拌机将泡沫及砂浆拌匀，然后将制备好的泡沫混凝土注入泵车输送或现场直接施工。

干砂浆法是将各干组份(水泥、粉煤灰等)通过运输或传动系统输送至施工现场，干组份与

水在施工现场拌合，然后将单独制成的泡沫加入砂浆，两者在均化器内拌合，然后用于现场

施工。

[0004] 由于这种泡沫混凝土稠度较小，其粘稠度不能克服泡沫的表面扩张力，料浆中不

同位置的泡沫，其直径随时间而出现不同程度的增大，从而使其部分泡沫直径偏大，而且泡

沫直径大小不一，加泡不稳、成泡率能力下降，最终影响成泡沫混凝土的抗压强度、抗渗性、

隔音、隔热等各方面的物理性能较差。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发泡混凝土，能够实现质量更轻、强度更大、成孔质量

高，以提高其在抗压强度、抗渗性、隔音、隔热等各方面的物理性能。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泡沫混凝土，其由如下质量份数的原料组成：

水泥200～300份、陶粒250～370份、沙子380～460份、抗拉纤维3～6份、水150～350份、发泡

剂3.5～5.4份、减水剂4～7份。

[0007] 优选地，上述技术方案中，其由如下质量份数的原料组成：水泥253份、陶粒332份、

沙子405份、抗拉纤维4.2份、水200份，发泡剂4.2份、减水剂5份。

[0008] 优选地，上述技术方案中，其由如下质量份数的原料组成：水泥276份、陶粒364份、

沙子452份、抗拉纤维4.6份、水236份、发泡剂4.5份、减水剂4.7份。

[0009] 优选地，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陶粒其由椰炭壳：再生混凝土：粉煤灰：石灰质粘土

按质量份数比为10：61：25：4组成，其将再生混凝土、粉煤灰以及石灰质粘土混合均匀，在

520℃温度下预热20～25min，后于1180～1200℃温度下焙烧10～15min，待温度降到350℃

时加入椰炭壳，保温10～15min，造粒制备粒径为5～8mm的陶粒；其中，所述再生混凝土由废

弃的混凝土块破碎成粉渣而成。

[0010] 优选地，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抗拉纤维由聚丙烯纤维35～45份和轻钢纤维55～

65份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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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优选地，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发泡剂由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十二烷基苯磺

酸钠4.5份、超细铝粉2.3份、氢氧化镁粉2份、氢氧化钠1份、聚乙二醇甲基葡萄糖苷双油酸

酯0.5份、三乙醇胺0.2份，聚丙烯酰胺0.6份、羧甲基纤维素1份、水58份。

[0012] 优选地，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减水剂由如下重量分数的原料组成：对氨基苯磺酸

盐甲醛缩聚物4～20份、木钙10～15份、环氧乙烷-环氧丙烷共聚物10～14份、聚氧化乙烯4

～7份、亚硝酸钠3～5份、氢氧化钠1～2份、三聚磷酸铝2～5份，椰油酰二乙醇胺2～3份、基

酚与环氧乙烷缩合物1～2份、苯酚2～3份。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4] 1、本发明提供的泡沫混凝土，质量轻、强度大，保温性能好，可减少墙体厚度，具有

节约材料的作用

[0015] 2、本发明泡沫混凝土中使用水泥少，从而减少生产水泥时所必须的煤炭资源，不

仅缓解了紧张的能源利用，还使混凝土强度高，水分少，减轻混凝土的重量，泡沫混凝土完

整密实。

[0016] 3、本发明所用的发泡剂，是动物蛋白质油、植物油以及氧化剂的相互作用下，无论

是对生产者还是使用者及环境都不会产生任何负作用，而且是发泡速度快，能使泡沫均匀，

液膜坚韧，稳定性好，泌水率低，持续时间长，且对胶凝材料无任何影响。

[0017] 4、本发明采用的陶粒由椰炭壳、再生混凝土、粉煤灰以及石灰质粘土焙烧而成混

合物，一方面解决了多种工业废料对环境的污染，变废为宝，成本低廉；另一方面加入椰炭

壳焙烧得到的陶粒形成具有活性炭孔进一步减轻重量，又具有较高韧性和强度，在制成混

凝土时与水泥砂浆的融合得更加密实，抗压性强、抗渗性及隔音性能更好。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描述，但应当理解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并不受具体实施方式的限制。

[0019] 除非另有其它明确表示，否则在整个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术语“包括”或其变

换如“包含”或“包括有”等等将被理解为包括所陈述的元件或组成部分，而并未排除其它元

件或其它组成部分。

[0020] 原料准备：

[0021] (1)水泥，200～300份

[0022] P .O .42 .5R以上普通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等均可使

用。

[0023] (2)陶粒，250～370份

[0024] 陶粒其由椰炭壳：再生混凝土：粉煤灰：石灰质粘土按质量份数比为10：61：25：4组

成，其将再生混凝土、粉煤灰以及石灰质粘土混合均匀，在520℃温度下预热20～25min，后

于1180～1200℃温度下焙烧10～15min，待温度降到350℃时加入椰炭壳，保温10～15min，

造粒制备粒径为5～8mm的陶粒；

[0025] 其中，所述再生混凝土由废弃的混凝土块破碎成粉渣而成。

[0026] 陶粒由椰炭壳、再生混凝土、粉煤灰以及石灰质粘土焙烧而成混合物，一方面解决

了多种工业废料对环境的污染，将废弃的混凝土重新利用，变废为宝，降低了混凝土生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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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另一方面加入椰炭壳焙烧得到的陶粒形成具有活性炭孔进一步减轻重量，椰炭壳和石

灰质粘土焙烧改性后具有石灰质粘土较高的韧性和强度，在制成混凝土时与活性炭孔利于

促进水泥砂浆与陶粒的融合，使得泡沫混凝土更加密实，以提高泡沫混凝土的抗压性强、抗

渗性，同时吸收噪音使得泡沫混凝土的隔音性能更好。

[0027] (3)沙子，380～460份

[0028] 普通河砂或山砂均可，含泥量应小于3％。

[0029] (4)抗拉纤维，3～6份

[0030] 由聚丙烯纤维35～45份和轻钢纤维55～65份组成，优选由聚丙烯纤维35份和轻钢

纤维65份组成，或由聚丙烯纤维38份和轻钢纤维52份组成。

[0031] (5)发泡剂，3.5～5.4份

[0032] 十二烷基苯磺酸钠4.5份、超细铝粉2.3份、氢氧化镁粉2份、氢氧化钠1份、聚乙二

醇甲基葡萄糖苷双油酸酯0.5份、三乙醇胺0.2份，聚丙烯酰胺0.6份、羧甲基纤维素1份、水

58份。

[0033] 本发明所用的发泡剂，是动物蛋白质油、植物油以及氧化剂的相互作用下，无论是

对生产者还是使用者及环境都不会产生任何负作用，而且是发泡速度快，能使泡沫均匀，液

膜坚韧，稳定性好，泌水率低，持续时间长，且对胶凝材料无任何影响。

[0034] (6)减水剂，4～7份

[0035] 对氨基苯磺酸盐甲醛缩聚物4～20份、木钙10～15份、环氧乙烷-环氧丙烷共聚物

10～14份、聚氧化乙烯4～7份、亚硝酸钠3～5份、氢氧化钠1～2份、三聚磷酸铝2～5份，椰油

酰二乙醇胺2～3份、基酚与环氧乙烷缩合物1～2份、苯酚2～3份；优选，对氨基苯磺酸盐甲

醛缩聚物18份、木钙11份、环氧乙烷-环氧丙烷共聚物12份、聚氧化乙烯4份、亚硝酸钠3.5

份、氢氧化钠1.5份、三聚磷酸铝2.6份，椰油酰二乙醇胺3份、基酚与环氧乙烷缩合物2份、苯

酚2份。

[0036] 实施例1

[0037] 原料准备：水泥253份、陶粒332份、沙子405份、抗拉纤维4.2份、水200份，发泡剂

4.2份、减水剂5份。

[0038] 泡沫混凝土制备：

[0039] 在发泡瓶内加入4.2份的发泡剂及发泡剂量1.2倍的水充气加压4分钟，待空压机

气压升压到0.7MPa后停机待用；

[0040] 在搅拌机内加入195份水和4.2份抗拉纤维搅拌1～2分钟，再按253份水泥、332份

陶粒、405份沙子及5份减水剂的先后顺序加入搅拌机内搅拌2～3分钟形成稠状浓液；

[0041] 向稠状浓液加入先前生成的泡沫搅拌，当搅拌机内泡沫混凝土坍落度增大到

205mm时，停止加泡沫，然后继续搅拌泡沫混凝土5～6分钟，将搅拌均匀的成品泡沫混凝土。

[0042] 实施例2

[0043] 原料准备：

[0044] 水泥276份、陶粒364份、沙子452份、抗拉纤维4.6份、水236份、发泡剂4.5份、减水

剂4.7份。

[0045] 按实施例1的方法制备实施例2的泡沫混凝土。

[0046] 实施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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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原料准备：

[0048] 水泥206份、陶粒268份、沙子456份、抗拉纤维5.4份、水230份、发泡剂5.1份、减水

剂5.7份。

[0049] 按实施例1的方法制备实施例3的泡沫混凝土。

[0050] 用实施例1、实施例2和实施例3制作出的泡沫混凝土，根据现行行业标准《泡沫混

凝土》JG/T266的试验方法进行干密度、28d抗压强度以及导热系数检测，检测结果如下：

[0051]

[0052]

[0053] 由上述检测结果可知，按照实施例1、实施例2、实施例3制作出的泡沫混凝土干密

度最高为312-335kg/m3，平均值为324kg/m3，28d抗压强度为6.8-7.1Mpa，平均为6.9Mpa，导

热系数在0.02-0.04W/(m*k)，平均为0.27W/(m*k)，吸水率为2.8％-3.1％，符合中国行业标

准《泡沫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J/T341-2014，其28d抗压强度大于《泡沫混凝土应用技术

规程》JGJ/T341-2014等级对应的强度要求值，小于《泡沫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J/T341-

2014中等级对应的导热系数。

[0054] 由上表明，本发明提供的泡沫混凝土能够实现质量更轻、强度更大、成孔质量高，

以提高其在抗压强度、抗渗性、隔音、隔热等各方面的物理性能。

[0055] 前述对本发明的具体示例性实施方案的描述是为了说明和例证的目的。这些描述

并非想将本发明限定为所公开的精确形式，并且很显然，根据上述教导，可以进行很多改变

和变化。对示例性实施例进行选择和描述的目的在于解释本发明的特定原理及其实际应

用，从而使得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并利用本发明的各种不同的示例性实施方案以及

各种不同的选择和改变。本发明的范围意在由权利要求书及其等同形式所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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