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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界

面熔烧专用材料，原料按重量百分比包括油页岩

渣78‑86％、高岭土9‑15％、辅助成分2‑4％、助熔

成分3％；所述辅助成分包括纯碱、P2O5、钛白粉

和ZrO2；所述助熔成分为氟硅酸钠和/或萤石粉。

这种界面熔烧专用材料是先将油页岩渣、高岭土

和辅助成分混合均匀，按照特定的烧制方式烧

制，冷水水淬，最后与助熔成分一起球磨制成的

粉末状成品。将这种界面熔烧专用材料铺装在保

温板的装饰面层和泡沫陶瓷层之间，能够显著提

升装饰面层与泡沫陶瓷基体的结合性能，避免因

温度升高产生热震体积变化而带来的危害，装饰

面层的表面状态明显改善，减少装饰面层表面微

裂缝，浸水吸水率明显下降，保温板整体抗弯强

度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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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界面熔烧专用材料，其特征在于，原料按重量百分比包括油

页岩渣78‑86％、高岭土9‑15％、辅助成分2‑4％、助熔成分3％；所述辅助成分包括纯碱、

P2O5、钛白粉和ZrO2；所述助熔成分为氟硅酸钠和/或萤石粉。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界面熔烧专用材料，其特征在于，原料

按重量百分比包括油页岩渣82％、高岭土12％、辅助成分3％、助熔成分3％。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界面熔烧专用材料，其特征在于，

所述油页岩渣和高岭土是分别将油页岩渣原料和高岭土原料经过去杂、破碎、粉磨和过筛

后，得到的粒径不超过0.075mm的颗粒。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界面熔烧专用材料，其特征在于，

所述辅助成分中，纯碱、P2O5、钛白粉和ZrO2的重量比为2‑14:1‑4:1‑6:1。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界面熔烧专用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

辅助成分中，纯碱、P2O5、钛白粉和ZrO2的重量比为7:2:3:1。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界面熔烧专用材料，其特征在于，

所述油页岩渣为油页岩经低温干馏或燃烧发电之后产生的固体废渣，所述高岭土为硬质高

岭土。

7.权利要求1所述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界面熔烧专用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S1、取油页岩渣、高岭土和辅助成分混合均匀；

S2、将步骤S1所得混合料放入模具中，装入窑炉内烧制；

烧制方法是先按15‑25℃/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450‑550℃，并保温80min；再以20℃/

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1050‑1150℃，保温40min；再以10‑20℃/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1250‑

1350℃，保温30min；

S3、烧制结束后出炉，立即用冷水水淬处理，制得淬火固体颗粒料；

S4、将步骤S3所得淬火固体颗粒料、助熔成分共同球磨40‑50min，制得粉末状的成品。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界面熔烧专用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S2的烧制方法是先按20℃/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500℃，并保温80min；再以20

℃/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1100℃，保温40min；再以15℃/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1300℃，保

温30min。

9.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界面熔烧专用材料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应

用于制备保温装饰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具体制备方法为：将装饰面层原料均匀铺装在

模具的底板上，然后将所述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界面熔烧专用材料均匀铺装在装饰面层

原料上，再后将泡沫陶瓷原料铺装在所述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界面熔烧专用材料上，用

工具将泡沫陶瓷原料表面压平，装入高温炉中烧制，冷却制成保温装饰一体化泡沫陶瓷保

温板。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界面熔烧专用材料的应用，其特征在

于，模具中，所述装饰面层原料的铺装厚度为4‑5mm，所述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界面熔烧

专用材料的铺装厚度为2‑3mm；所述泡沫陶瓷原料的铺装厚度为30‑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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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界面熔烧专用材料及其制备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材料行业领域，特别是泡沫陶瓷保温墙板。

背景技术

[0002] 近些年来，我国保温材料大多数为有机材料，这些不同种类的有机保温材料有着

共同特点，即都具有较好的保温性能，轻质且降噪功能强；但是也存在强度差和易燃等不能

避免的严重缺点。由于现代社会对建筑墙体材料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具备高耐火等级，

可以隔音降噪，还要具有良好的隔热保温功能。高温发泡陶瓷材料就是这样一种新型墙体

材料，其作为一种新兴的轻质墙体保温材料，发展并未十分成熟，国内对发泡陶瓷的研究较

多，主要是应用于墙体保温材料方面。保温装饰一体化的发泡陶瓷保温墙板是目前研究的

热点领域，已有一些学者进行了一定研究，但是现有的泡沫陶瓷基体与装饰面粉料在刚玉

底板上依次铺装后，如果直接进入高温炉烧制，由于泡沫陶瓷基体烧制过程中发生较大体

积变化，而装饰面粉料烧制成的装饰面层的体积变化相对较小，泡沫陶瓷基体与装饰面粉

料之间难以结合，装饰面层表面也容易因泡沫陶瓷基体的体积变化，产生大量微裂纹，导致

其吸水率和抗弯强度性能明显变差，这也是业内目前亟待解决又难以处理的问题。

[0003] 我国是矿产资源大国，也是矿产资源消耗大国。从目前消耗趋势来看，我国矿业的

开采量已无法满足未来几十年的矿产资源用量；对于建筑固体废弃物的回收再利用就变得

尤为重要。在我国众多能源消耗中，建筑能耗是众多能耗种类中耗能较大的，若可以将工业

和建筑业的固体废弃物相结合，应用于保温装饰一体化发泡陶瓷保温材料的研发生产中，

既能减少建筑业、工业废料的污染，改善生态环境，又能作为新型建筑材料改善人们的居住

环境。

[0004] 现有技术中，中国授权专利CN100391891C公开了一种用油页岩渣制备的陶粒，以

油页岩渣、玻璃、围岩、石英为原料，采用破碎、混合，加水制成料球，干燥后烧结冷却的方法

制备而成。

[0005] 又例如授权专利CN104098342B公开了了一种装饰保温型泡沫陶瓷，其原料包括珍

珠岩尾矿、玻璃、碳化硅组成的基料，还包括由油页岩渣、玻璃、纯碱、碳化硅组成的点状料，

通过将基料粉磨，点状料混合、加水造粒、烘干，再将点状料和基料混合、余热、烧结、冷却制

备而成。制备的成品密度400～600kg/m3、抗压强度5～10Mpa、导热系数0.100～0.180W/

(m·k)。

[0006] 然而，上述这些材料都不能有效解决保温装饰一体化的发泡陶瓷保温墙板在生产

时，装饰面层和泡沫陶瓷基体之间难以结合，以及装饰面层表面产生的微裂纹问题。

发明内容

[0007] 针对以上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界面熔烧专

用材料，通过将这种专用材料铺装在装饰面层和泡沫陶瓷基体之间，形成过度缓冲层，从而

将装饰面层和泡沫陶瓷基体有效结合在一起，并且缓冲泡沫陶瓷基体体积变化对装饰面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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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面状态的不利影响，具体通过以下技术实现。

[0008] 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界面熔烧专用材料，原料按重量百分比包括油页岩渣78‑

86％、高岭土9‑15％、辅助成分2‑4％、助熔成分3％；所述辅助成分包括纯碱、P2O5、钛白粉和

ZrO2；所述助熔成分为氟硅酸钠和/或萤石粉。

[0009] 上述材料专门应用于生产制备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中。现有常规情况下，一体

化泡沫陶瓷保温板包括装饰面层和泡沫陶瓷原料层，是将装饰面层和泡沫陶瓷原料直接烧

制而成。通过将该材料专门铺装在装饰面层和泡沫陶瓷原料层之间，形成三层结构，然后将

其与模具一起装入高温炉一体烧制成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烧制的保温板成品由于上述

专用材料在装饰面层和泡沫陶瓷原料层之间的界面起到过渡作用，避免了由于温度升高而

产生的热震体积变化带来的危害，装饰面层的表面状态明显改善；具有非常好的防水性能

和韧性，抗弯强度高；有效解决了现有的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存在的抗弯强度不足，装饰

面层的表面存在微裂缝，吸水率高的问题。现有技术中尚未发现与本发明类似的，专门应用

在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中，作为装饰面层和泡沫陶瓷原料层之间，能降低保温板浸水吸

水率，提高抗弯强度的界面过渡材料，填补了行业领域的空白。

[0010] 优选地，原料按重量百分比包括油页岩渣82％、高岭土12％、辅助成分3％、助熔成

分3％。

[0011] 优选地，所述油页岩渣和高岭土是分别将油页岩渣原料和高岭土原料经过去杂、

破碎、粉磨和过筛后，得到的粒径不超过0.075mm的颗粒。

[0012] 优选地，所述辅助成分中，纯碱、P2O5、钛白粉和ZrO2的重量比为2‑14:1‑4:1‑6:1。

[0013] 更优选地，所述辅助成分中，纯碱、P2O5、钛白粉和ZrO2的重量比为7:2:3:1。

[0014] 优选地，所述油页岩渣为油页岩经低温干馏或燃烧发电之后产生的固体废渣，所

述高岭土为硬质高岭土。

[0015]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界面熔烧专用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0016] S1、取油页岩渣、高岭土和辅助成分混合均匀；

[0017] S2、将步骤S1所得混合料放入模具中，装入窑炉内烧制；

[0018] 烧制方法是先按15‑25℃/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450‑550℃，并保温80min；再以20

℃/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1050‑1150℃，保温40min；再以10‑20℃/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

1250‑1350℃，保温30min；

[0019] S3、烧制结束后出炉，立即用冷水水淬处理，制得淬火固体颗粒料；

[0020] S4、将步骤S3所得淬火固体颗粒料、助熔成分共同球磨40‑50min，制得粉末状的成

品。

[0021] 采用上述步骤S2的升温烧制方法，能够使各原料组分充分发挥各自的优点，过程

中经历一系列的核化晶化作用，使后期再次烧制使用时，极大的增加了韧性和抗热震性能，

很好的起到了缓冲过渡作用。最终步骤S4制备的成品为200目左右。

[0022] 优选地，上述制备方法中，步骤S2的烧制方法是先按20℃/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

500℃，并保温80min；再以20℃/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1100℃，保温40min；再以15℃/min的

升温速度升温至1300℃，保温30min。

[0023] 优选地，上述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界面熔烧专用材料能够应用于制备保温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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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保温板的具体制备方法为：将装饰面层原料均匀铺装在模具的底

板上，然后将所述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界面熔烧专用材料均匀铺装在装饰面层原料上，

再后将泡沫陶瓷原料铺装在所述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界面熔烧专用材料上，用工具将泡

沫陶瓷原料表面压平，装入高温炉中烧制，冷却制成保温装饰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

[0024] 上述保温装饰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的制备方法中，所用的模具为行业内普遍采

用的用刚玉条组装好的方形模具，模具的底板是已经涂覆了氧化铝的刚玉板。将模具中的

材料压平的工具也是行业内常用的工具，高温炉中烧制的方法为行业内常用的普通方法。

[0025] 更优选地，在制备保温装饰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时，所用的模具中，所述装饰面

层原料的铺装厚度为4‑5mm，所述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界面熔烧专用材料的铺装厚度为

2‑3mm；所述泡沫陶瓷原料的铺装厚度为30‑50mm。

[002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之处在于：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专门应用在保温装

饰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的材料，这种材料铺装在装饰面层和泡沫陶瓷层之间形成过度缓

冲层，将装饰面层和泡沫陶瓷基体有效结合在一起，避免了由于温度升高而产生的热震体

积变化带来的危害，装饰面层的表面状态明显改善；具有非常好的防水性能和韧性，抗弯强

度高；有效解决了现有的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存在的抗弯强度不足，装饰面层的表面存

在微裂缝，吸水率高的问题。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将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

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

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条件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8] 以下实施例和对比例所用的制备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界面熔烧专用材料的原

料中，油页岩渣原料采购自辽宁省北票市北塔地区某工厂干馏后的油页岩渣原料，化学组

成如下表1所示；

[0029] 表1油页岩渣原料的化学组成

[0030] 化学成分 SiO2 Al2O3 Fe2O3 CaO MgO K2O Na2O SO3 烧失量

质量分数 62.45 12.34 6.54 4.85 3.96 2.00 0.88 0.02 3.53

[0031] 高岭土原料采购自某地产硬质高岭土，砂质含量＜50％；粉煤灰采购自沈阳某热

电厂，Ⅰ级灰；纯碱采购自山东某厂的纯度99％的工业级纯碱；钛白粉采购自常州某厂的锐

钛钛白粉；ZrO2采购自上海某厂，纯度99.9％；氟硅酸钠和P2O5采购自国药集团，分析纯；萤

石粉采购自石家庄某厂的200目萤石粉。

[0032] 油页岩渣原料和高岭土原料经过去杂、分选、粉磨后，用孔径为0.075mm方孔筛进

行过筛，将粒径＞0.075mm的颗粒筛除，得到粒径不超过0.075mm的颗粒状的油页岩渣和高

岭土。

[0033] 辅助原料为纯碱、P2O5、钛白粉和ZrO2且重量比为7:2:3:1。

[0034] 实施例1‑4和对比例1‑2

[0035] 实施例1‑4和对比例1‑2提供的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界面熔烧专用材料，所采用

的原料如下表2所示；

[0036] 表2实施例1‑4和对比例1‑2的专用材料的原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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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0038]

[0039] 实施例1‑4和对比例1‑2提供的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界面熔烧专用材料的具体

制备方法为：

[0040] S1、取油页岩渣、高岭土和辅助成分放入球磨混料机混料40min，进行3d均化处理，

直至混合均匀；

[0041] S2、从球磨混料机内按照垂直均匀取料的方式，取将步骤S1所得混合料放入底部

和四周涂覆氧化铝粉的刚玉坩埚模具中，装入高温窑炉内烧制；

[0042] 烧制方法是先按20℃/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500℃后保温80min；再以20℃/min的

升温速度升温至1100℃后保温40min；再以15℃/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1300℃后保温

30min；

[0043] S3、烧制结束后出炉，立即直接用室温冷水水淬处理，制得淬火固体颗粒料；

[0044] S4、将步骤S3所得淬火固体颗粒料、助熔成分共同投入球磨机中球磨45min，制得

粉末状的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界面熔烧专用材料成品。

[0045] 实施例5

[0046] 本实施例提供的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界面熔烧专用材料，原料与实施例1相同，

制备方法中唯一不同在于：步骤S2的烧制方法是先按15℃/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550℃后

保温80min；再以20℃/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1150℃，保温40min；再以10℃/min的升温速度

升温至1350℃，保温30min。

[0047] 实施例6

[0048] 本实施例提供的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界面熔烧专用材料，原料与实施例1相同，

制备方法中唯一不同在于：步骤S2的烧制方法是先按25℃/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450℃后

保温80min；再以20℃/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1050℃，保温40min；再以20℃/min的升温速度

升温至1250℃，保温30min。

[0049] 对比例3

[0050] 本对比例提供的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界面熔烧专用材料，原料与实施例1相同，

制备方法中唯一不同在于：步骤S2的烧制方法是先按20℃/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500℃后

保温80min；再以20℃/min的升温速度直接升温至1300℃后保温70min。

[0051] 对比例4

[0052] 本对比例提供的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界面熔烧专用材料，原料与实施例1相同，

制备方法中唯一不同在于：步骤S2的烧制方法是直接按20℃/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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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保温120min；再以15℃/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1300℃后保温30min。

[0053] 对比例5

[0054] 本对比例提供的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界面熔烧专用材料，原料与实施例1相同，

制备方法中唯一不同在于：步骤S2的烧制方法是直接按20℃/min的升温速度直接升温至

1300℃后保温150min。

[0055] 应用例：采用实施例1‑6和对比例1‑5的材料制备保温装饰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

的性能评价。

[0056] 所用的装饰面层原料选用河南某厂的陶瓷釉面材料；所用的泡沫陶瓷原料采用自

制的配方。

[0057] 试验组制备的保温装饰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的具体方法为：

[0058] (1)首先将装饰面层原料按设计厚度4mm均匀铺装于由刚玉条组装好的方形模具

的底板上，模具的底板采用的是涂覆了氧化铝的刚玉板；

[0059] (2)然后分别取实施例1‑6和对比例1‑5制得的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墙板界面熔烧

专用材料，按照设计厚度2mm，均匀铺装在装饰面层原料上；

[0060] (3)再将泡沫陶瓷原材料50mm，采用相应工具进行轻压至表面平整；

[0061] (4)最后将模具装入高温炉中，按照设定好的烧制方式(1150℃，保温30min)进行

烧制，冷却制成保温装饰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

[0062] 作为空白组作为对比，还需要选用相同的装饰面层原料、泡沫陶瓷原料，按照相同

的铺装顺序铺装在相同的方形模具中。装饰面层原料和泡沫陶瓷原料之间不铺装任何实施

例和对比例的专用材料，装饰面层原料的厚度为试验组的装饰面原料层厚度和专用材料厚

度的总和，即6mm；泡沫陶瓷原料层厚度仍然设置为50mm。

[0063] 检测试验组和空白组的保温装饰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的装饰面层浸水吸水率、

三点抗弯强度。装饰面层浸水吸水率的检测是采用自制的装置和方法进行测试，其大致检

测过程是：将保温板的装饰面层朝下并固定，将装饰面层向下刚好接触水面，一段时间后称

量保温板的重量差异，即得到浸水吸水率。三点抗弯强度按照GB/T‑4741《陶瓷材料抗弯曲

强度试验方法》的检测方法进行检测。具体检测结果如下表3所示。

[0064] 表3保温装饰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性能测试结果

[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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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从上表3可以看到，当保温装饰一体化泡沫陶瓷保温板的装饰面层原料、泡沫陶瓷

原料之间不铺装任何材料层时，制备出的保温板的装饰面层的浸水吸水率、抗弯强度均大

幅下降。而在装饰面层原料、泡沫陶瓷原料之间铺装了本专利的专用材料层后，制备的保温

板的浸水吸水率、抗弯强度明显更好。这是由于本专利的界面熔烧专用材料明显改善了由

于温度升高而产生的热震体积变化带来的危害，从而明显改善饰面层的表面状态，使装饰

面层和泡沫陶瓷基体紧密结合在一起，提升了保温板整体的抗弯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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