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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建筑材料领域，针对加气混凝土

砌块的耐久性能差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加气混凝

土砌块，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分：水60-70份；

硅酸盐水泥15-20份；砂25-30份；石30-35份；铝

粉0.5-1份；减水剂3-5份；邻羟基苯甲酸甲酯3-5

份；卵磷脂1-3份；丙烯酸乳液5-8份。通过采用邻

羟基苯甲酸甲酯、卵磷脂与丙烯酸乳液协同配

合，有利于增强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抗腐蚀性能，

使得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抗压强度不容易受水分、

紫外线以及氧气的影响，使得加气混凝土砌块的

耐久性能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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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加气混凝土砌块，其特征是：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分：

水60-70份；

硅酸盐水泥15-20份；

砂25-30份；

石30-35份；

铝粉0.5-1份；

减水剂3-5份；

邻羟基苯甲酸甲酯3-5份；

卵磷脂1-3份；

丙烯酸乳液5-8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加气混凝土砌块，其特征是：还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分：

酪蛋白8-10份；

硅烷浸渍剂3-5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加气混凝土砌块，其特征是：所述减水剂为木质素横酸钙。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加气混凝土砌块，其特征是：还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

分：

茶多酚1-2份。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加气混凝土砌块，其特征是：所述茶多酚的粒径为800-1000

目。

6.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加气混凝土砌块，其特征是：还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

分：

气相二氧化硅3-5份。

7.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加气混凝土砌块，其特征是：还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

分：

竹纤维0.5-1份。

8.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加气混凝土砌块，其特征是：还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

分：

菠萝叶纤维1-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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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气混凝土砌块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材料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加气混凝土砌块。

背景技术

[0002] 加气混凝土砌块是一种轻质多孔、保温隔热、防火性能良好、可钉、可锯、可刨和具

有一定抗震能力的新型建筑材料。

[0003] 加气混凝土砌块一般是原材料通过破碎、球磨、计量、制浆、搅拌、浇筑、静养、切

割，再通过高温高压的蒸养而形成的具有一定强度的砖块。

[0004] 加气混凝土砌块通常用于建造建筑物，由于建筑物一般均置于露天环境中，从而

使得建筑物经常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水分、紫外线以及氧气等因素的影响，但是，现有的加气

混凝土砌块一般都不耐水分、紫外线以及氧气的腐蚀，从而使得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抗压强

度容易受到影响，使得加气混凝土砌块容易变脆，甚至容易影响建筑物的稳固性，因此，仍

有改进的空间。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加气混凝土砌块，具有抗

压强度不容易受水分、紫外线以及氧气的影响的优点。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加气混凝土砌块，其特征是：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分：

[0008] 水  60-70份；

[0009] 硅酸盐水泥  15-20份；

[0010] 砂  25-30份；

[0011] 石  30-35份；

[0012] 铝粉  0.5-1份；

[0013] 减水剂  3-5份；

[0014] 邻羟基苯甲酸甲酯  3-5份；

[0015] 卵磷脂  1-3份；

[0016] 丙烯酸乳液  5-8份。

[0017]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采用邻羟基苯甲酸甲酯、卵磷脂与丙烯酸乳液协同配合，

有利于增强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抗腐蚀性能的同时有利于提高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抗压强度，

使得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抗压强度不容易受水分、紫外线以及氧气的影响，进而有利于延长

加气混凝土砌块的使用寿命，使得加气混凝土砌块的耐久性能增强；通过加入卵磷脂以及

丙烯酸乳液，有利于增强邻羟基苯甲酸甲酯的渗透性，使得邻羟基苯甲酸甲酯更容易渗透

至加气混凝土砌块的任意位置，从而有利于邻羟基苯甲酸甲酯更好地起抗腐蚀的作用，使

得加气混凝土砌块的任意位置均不容易受到水分、紫外线以及氧气的侵蚀，进而使得加气

混凝土砌块的抗压强度更加不容易受到影响，有利于延长加气混凝土砌块的使用寿命，使

说　明　书 1/11 页

3

CN 110342870 A

3



得加气混凝土砌块的耐久性能增强；同时，丙烯酸乳液还有利于增强邻羟基苯甲酸甲酯以

及卵磷脂与硅酸盐水泥的相容性，从而有利于增强邻羟基苯甲酸甲酯以及卵磷脂与硅酸盐

水泥的粘接强度，使得邻羟基苯甲酸甲酯以及卵磷脂更容易均匀分布于加气混凝土砌块

中，进而有利于邻羟基苯甲酸甲酯更好地发挥抗腐蚀作用，使得加气混凝土砌块的耐久性

能更好。

[0018]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还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分：

[0019] 酪蛋白  8-10份；

[0020] 硅烷浸渍剂  3-5份。

[0021]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加入酪蛋白，有利于酪蛋白与加气混凝土砌块中的金属

离子结合，从而使得加气混凝土砌块中的金属离子不容易与硅酸盐水解生成的氢氧根结合

形成氢氧化物，进而有利于减少氢氧化物容易因水分蒸发而从加气混凝土砌块中析出而出

现泛碱现象的情况；硅酸盐水泥中的主要成分为硅酸钙，从而使得酪蛋白更容易与硅酸盐

水泥中的钙离子结合，进而有利于分子间的交联以形成网状结构，使得加气混凝土砌块的

抗压强度增强，同时使得钙离子更加不容易与氢氧根结合以形成氢氧化物，进而使得加气

混凝土砌块更加不容易出现泛碱现象，另外，硅酸盐水泥作为加气混凝土砌块的黏合剂，与

加气混凝土砌块中的其他组分均具有极佳的黏合效果，进而有利于增强酪蛋白与加气混凝

土砌块中的其他组分的相容性，使得酪蛋白更容易均匀分散于加气混凝土砌块中，有利于

提高加气混凝土砌块的稳定性；通过加入硅烷浸渍剂与酪蛋白互相协同配合，有利于增强

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抗腐蚀的性能的同时有利于增强酪蛋白的渗透性，使得酪蛋白更容易渗

透至加气混凝土砌块内部，使得酪蛋白在加气混凝土砌块内分布更加均匀，进而有利于酪

蛋白更好地与加气混凝土砌块中的金属离子结合，使得水分渗透至加气混凝土砌块的任意

位置时，酪蛋白均可发挥作用，进而有利于减少加气混凝土砌块出现泛碱现象的情况，进而

使得建筑物的外观装饰效果不容易受到影响。

[0022]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减水剂为木质素横酸钙。

[0023]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采用木质素横酸钙作为减水剂，有利于酪蛋白更好地与

木质素横酸钙中的钙离子结合，从而使得加气混凝土砌块中的金属离子更加不容易与硅酸

盐水解形成的氢氧根结合，进而有利于减少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泛碱现象的出现；同时，还有

利于增强分子间的互相交联以形成网状结构，从而有利于增强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抗压强

度，使得加气混凝土砌块在受到压力时不容易开裂，有利于延长加气混凝土砌块的使用寿

命，使得加气混凝土砌块的耐久性能更好。

[0024]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还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分：

[0025] 茶多酚  1-2份。

[0026]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加入茶多酚，有利于增强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抗紫外线性

能以及抗氧化性能，使得加气混凝土砌块更加不容易受到紫外线以及氧气的影响，从而有

利于延长加气混凝土砌块的使用寿命，使得加气混凝土砌块的耐久性能延长；同时，还有利

于增强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抗菌性能，使得加气混凝土砌块不容易受到细菌或霉菌的侵蚀，

有利于延长加气混凝土砌块的使用寿命，使得加气混凝土砌块的耐久性能提高；另外，茶多

酚来源天然，不容易对环境或人体健康产生影响，有利于提高加气混凝土砌块的环保性能。

[0027]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茶多酚的粒径为800-1000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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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控制茶多酚的粒径，有利于茶多酚更好地均匀分散于加

气混凝土砌块中，从而有利于茶多酚更好地发挥抗氧化的作用，使得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抗

紫外线以及抗氧化性能更强。

[0029]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还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分：

[0030] 气相二氧化硅  3-5份。

[0031]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加入气相二氧化硅，有利于增强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抗压

强度的同时有利于对加气混凝土砌块在混合搅拌过程中的稠度进行调节，使得加气混凝土

砌块在搅拌时稠度变低以利于加气混凝土砌块更容易被搅拌，同时，使得加气混凝土砌块

在搅拌结束后的稠度提高以使得加气混凝土砌块的各组分不容易沉淀，进而有利于提高加

气混凝土砌块的各组分的分散均匀度，进而有利于提高加气混凝土砌块的稳定性，同时，使

得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抗压强度更高。

[0032]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还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分：

[0033] 竹纤维  0.5-1份。

[0034]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加入竹纤维，有利于提高加气混凝土砌块的透水性的同

时有利于提高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抑菌性能，使得加气混凝土砌块不容易长霉菌，从而使得

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抗压强度不容易受到影响；另外，竹纤维为天然来源，不容易对环境以及

人体健康造成影响，从而有利于提高加气混凝土砌块的环保性能。

[0035]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还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分：

[0036] 菠萝叶纤维  1-2份。

[0037]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加入菠萝叶纤维，有利于提高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抗压强

度的同时有利于提高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抗撕裂强度；另外，菠萝叶纤维为天然来源，不容易

对环境以及人体健康造成影响，从而有利于提高加气混凝土砌块的环保性能。

[0038]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9] 1 .通过采用邻羟基苯甲酸甲酯、卵磷脂与丙烯酸乳液协同配合，有利于增强加气

混凝土砌块的抗腐蚀性能，使得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抗压强度不容易受水分、紫外线以及氧

气的影响，使得加气混凝土砌块的耐久性能增强；

[0040] 2.通过加入卵磷脂以及丙烯酸乳液，有利于增强邻羟基苯甲酸甲酯的渗透性，使

得邻羟基苯甲酸甲酯更容易渗透至加气混凝土砌块的任意位置，有利于邻羟基苯甲酸甲酯

更好地起抗腐蚀的作用，使得加气混凝土砌块的耐久性能增强；

[0041] 3.丙烯酸乳液还有利于增强邻羟基苯甲酸甲酯以及卵磷脂与硅酸盐水泥的相容

性，使得邻羟基苯甲酸甲酯以及卵磷脂更容易均匀分布于加气混凝土砌块中，使得加气混

凝土砌块的耐久性能更好；

[0042] 4.通过加入茶多酚、竹纤维以及菠萝叶纤维以提高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抗压强度以

及抗氧化性能，还有利于提高加气混凝土砌块的环保性能，使得加气混凝土砌块不容易对

环境以及人体健康造成影响。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44] 以下实施例中，硅酸盐水泥采用武汉阳逻水泥厂生产的娲石P.O42.5硅酸盐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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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以下实施例中，砂采用灵寿县雷鸣矿产品加工厂的细砂。

[0046] 以下实施例中，石采用漳浦县鸿胜石材有限公司的玄武岩。

[0047] 以下实施例中，减水剂采用廊坊晨坤化工建材有限公司的型号为X-N-1的木质素

横酸钙。

[0048] 以下实施例中，邻羟基苯甲酸甲酯采用湖北垚烁泉化工有限公司的邻羟基苯甲酸

甲酯。

[0049] 以下实施例中，卵磷脂采用河南旗诺食品配料有限公司的卵磷脂。

[0050] 以下实施例中，丙烯酸乳液采用山东豪顺化工有限公司的型号为HS109的丙烯酸

乳液。

[0051] 实施例1

[0052] 一种加气混凝土砌块，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分：

[0053] 水60kg；硅酸盐水泥20kg；砂27.5kg；石35kg；铝粉0.5kg；减水剂4kg；邻羟基苯甲

酸甲酯3kg；卵磷脂3kg；丙烯酸乳液6.5kg。

[0054] 加气混凝土砌块的制备方法如下：

[0055] S1、将砂27.5kg、石35kg破碎并混合投入球磨机中研磨成细度为250目的混合料，

再在搅拌釜中加入混合料以及水30kg，以150r/min的转速搅拌，搅拌均匀，形成料浆；

[0056] S2、边搅拌边加入S1中搅拌均匀的料浆、水30kg、硅酸盐水泥20kg、减水剂4kg，保

持温度为45℃，反应180s；

[0057] S3、边搅拌边加入铝粉0.5kg，保持温度为50℃，反应60s；

[0058] S4、边搅拌边加入邻羟基苯甲酸甲酯3kg、卵磷脂3kg、丙烯酸乳液6.5kg，搅拌均

匀，得到混凝土浆液；

[0059] S5、搅拌5min后，将混凝土浆液浇筑至模具中，静置12h；

[0060] S6、将混凝土浆液从模具中分离出来，并放入至切割机中切割成所需的规格大小，

形成砌块砖坯体；

[0061] S7、将砌块砖坯体放入至高压釜中进行高压高温蒸养，最后出釜即得加气混凝土

砌块。

[0062] 实施例2

[0063] 一种加气混凝土砌块，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分：

[0064] 水65kg；硅酸盐水泥15kg；砂30kg；石30kg；铝粉1kg；减水剂5kg；邻羟基苯甲酸甲

酯5kg；卵磷脂1kg；丙烯酸乳液8kg。

[0065] 加气混凝土砌块的制备方法如下：

[0066] S1、将砂30kg、石30kg破碎并混合投入球磨机中研磨成细度为250目的混合料，再

在搅拌釜中加入混合料以及水32.5kg，以150r/min的转速搅拌，搅拌均匀，形成料浆；

[0067] S2、边搅拌边加入S1中搅拌均匀的料浆、水32.5kg、硅酸盐水泥15kg、减水剂5kg，

保持温度为45℃，反应180s；

[0068] S3、边搅拌边加入铝粉1kg，保持温度为50℃，反应60s；

[0069] S4、边搅拌边加入邻羟基苯甲酸甲酯5kg、卵磷脂1kg、丙烯酸乳液8kg，搅拌均匀，

得到混凝土浆液；

[0070] S5、搅拌5min后，将混凝土浆液浇筑至模具中，静置1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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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S6、将混凝土浆液从模具中分离出来，并放入至切割机中切割成所需的规格大小，

形成砌块砖坯体；

[0072] S7、将砌块砖坯体放入至高压釜中进行高压高温蒸养，最后出釜即得加气混凝土

砌块。

[0073] 实施例3

[0074] 一种加气混凝土砌块，其特征是：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分：

[0075] 水70kg；硅酸盐水泥17.5kg；砂25kg；石32.5kg；铝粉0.8kg；减水剂3kg；邻羟基苯

甲酸甲酯4kg；卵磷脂2kg；丙烯酸乳液5kg。

[0076] 加气混凝土砌块的制备方法如下：

[0077] S1、将砂25kg、石32.5kg破碎并混合投入球磨机中研磨成细度为250目的混合料，

再在搅拌釜中加入混合料以及水35kg，以150r/min的转速搅拌，搅拌均匀，形成料浆；

[0078] S2、边搅拌边加入S1中搅拌均匀的料浆、水35kg、硅酸盐水泥17.5kg、减水剂3kg，

保持温度为45℃，反应180s；

[0079] S3、边搅拌边加入铝粉0.8kg，保持温度为50℃，反应60s；

[0080] S4、边搅拌边加入邻羟基苯甲酸甲酯4kg、卵磷脂2kg、丙烯酸乳液5kg，搅拌均匀，

得到混凝土浆液；

[0081] S5、搅拌5min后，将混凝土浆液浇筑至模具中，静置12h；

[0082] S6、将混凝土浆液从模具中分离出来，并放入至切割机中切割成所需的规格大小，

形成砌块砖坯体；

[0083] S7、将砌块砖坯体放入至高压釜中进行高压高温蒸养，最后出釜即得加气混凝土

砌块。

[0084] 实施例4

[0085] 一种加气混凝土砌块，其特征是：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分：

[0086] 水70kg；硅酸盐水泥17.5kg；砂25kg；石32.5kg；铝粉0.8kg；减水剂3kg；邻羟基苯

甲酸甲酯4kg；卵磷脂2kg；丙烯酸乳液5kg；酪蛋白8kg；硅烷浸渍剂5kg。

[0087] 加气混凝土砌块的制备方法如下：

[0088] S1、将砂25kg、石32.5kg破碎并混合投入球磨机中研磨成细度为250目的混合料，

再在搅拌釜中加入混合料以及水35kg，以150r/min的转速搅拌，搅拌均匀，形成料浆；

[0089] S2、边搅拌边加入S1中搅拌均匀的料浆、水35kg、硅酸盐水泥17.5kg、减水剂3kg，

保持温度为45℃，反应180s；

[0090] S3、边搅拌边加入铝粉0.8kg，保持温度为50℃，反应60s；

[0091] S4、边搅拌边加入邻羟基苯甲酸甲酯4kg、卵磷脂2kg、丙烯酸乳液5kg、酪蛋白8kg、

硅烷浸渍剂5kg，搅拌均匀，得到混凝土浆液；

[0092] S5、搅拌5min后，将混凝土浆液浇筑至模具中，静置12h；

[0093] S6、将混凝土浆液从模具中分离出来，并放入至切割机中切割成所需的规格大小，

形成砌块砖坯体；

[0094] S7、将砌块砖坯体放入至高压釜中进行高压高温蒸养，最后出釜即得加气混凝土

砌块。

[0095] 实施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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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6] 一种加气混凝土砌块，其特征是：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分：

[0097] 水70kg；硅酸盐水泥17.5kg；砂25kg；石32.5kg；铝粉0.8kg；减水剂3kg；邻羟基苯

甲酸甲酯4kg；卵磷脂2kg；丙烯酸乳液5kg；酪蛋白10kg；硅烷浸渍剂3kg。

[0098] 加气混凝土砌块的制备方法如下：

[0099] S1、将砂25kg、石32.5kg破碎并混合投入球磨机中研磨成细度为250目的混合料，

再在搅拌釜中加入混合料以及水35kg，以150r/min的转速搅拌，搅拌均匀，形成料浆；

[0100] S2、边搅拌边加入S1中搅拌均匀的料浆、水35kg、硅酸盐水泥17.5kg、减水剂3kg，

保持温度为45℃，反应180s；

[0101] S3、边搅拌边加入铝粉0.8kg，保持温度为50℃，反应60s；

[0102] S4、边搅拌边加入邻羟基苯甲酸甲酯4kg、卵磷脂2kg、丙烯酸乳液5kg、酪蛋白

10kg、硅烷浸渍剂3kg，搅拌均匀，得到混凝土浆液；

[0103] S5、搅拌5min后，将混凝土浆液浇筑至模具中，静置12h；

[0104] S6、将混凝土浆液从模具中分离出来，并放入至切割机中切割成所需的规格大小，

形成砌块砖坯体；

[0105] S7、将砌块砖坯体放入至高压釜中进行高压高温蒸养，最后出釜即得加气混凝土

砌块。

[0106] 实施例6

[0107] 一种加气混凝土砌块，其特征是：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分：

[0108] 水70kg；硅酸盐水泥17.5kg；砂25kg；石32.5kg；铝粉0.8kg；减水剂3kg；邻羟基苯

甲酸甲酯4kg；卵磷脂2kg；丙烯酸乳液5kg；硅烷浸渍剂3kg。

[0109] 加气混凝土砌块的制备方法如下：

[0110] S1、将砂25kg、石32.5kg破碎并混合投入球磨机中研磨成细度为250目的混合料，

再在搅拌釜中加入混合料以及水35kg，以150r/min的转速搅拌，搅拌均匀，形成料浆；

[0111] S2、边搅拌边加入S1中搅拌均匀的料浆、水35kg、硅酸盐水泥17.5kg、减水剂3kg，

保持温度为45℃，反应180s；

[0112] S3、边搅拌边加入铝粉0.8kg，保持温度为50℃，反应60s；

[0113] S4、边搅拌边加入邻羟基苯甲酸甲酯4kg、卵磷脂2kg、丙烯酸乳液5kg、硅烷浸渍剂

3kg，搅拌均匀，得到混凝土浆液；

[0114] S5、搅拌5min后，将混凝土浆液浇筑至模具中，静置12h；

[0115] S6、将混凝土浆液从模具中分离出来，并放入至切割机中切割成所需的规格大小，

形成砌块砖坯体；

[0116] S7、将砌块砖坯体放入至高压釜中进行高压高温蒸养，最后出釜即得加气混凝土

砌块。

[0117] 实施例7

[0118] 一种加气混凝土砌块，其特征是：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分：

[0119] 水70kg；硅酸盐水泥17.5kg；砂25kg；石32.5kg；铝粉0.8kg；减水剂3kg；邻羟基苯

甲酸甲酯4kg；卵磷脂2kg；丙烯酸乳液5kg；酪蛋白10kg。

[0120] 加气混凝土砌块的制备方法如下：

[0121] S1、将砂25kg、石32.5kg破碎并混合投入球磨机中研磨成细度为250目的混合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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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在搅拌釜中加入混合料以及水35kg，以150r/min的转速搅拌，搅拌均匀，形成料浆；

[0122] S2、边搅拌边加入S1中搅拌均匀的料浆、水35kg、硅酸盐水泥17.5kg、减水剂3kg，

保持温度为45℃，反应180s；

[0123] S3、边搅拌边加入铝粉0.8kg，保持温度为50℃，反应60s；

[0124] S4、边搅拌边加入邻羟基苯甲酸甲酯4kg、卵磷脂2kg、丙烯酸乳液5kg、酪蛋白

10kg，搅拌均匀，得到混凝土浆液；

[0125] S5、搅拌5min后，将混凝土浆液浇筑至模具中，静置12h；

[0126] S6、将混凝土浆液从模具中分离出来，并放入至切割机中切割成所需的规格大小，

形成砌块砖坯体；

[0127] S7、将砌块砖坯体放入至高压釜中进行高压高温蒸养，最后出釜即得加气混凝土

砌块。

[0128] 实施例8

[0129] 一种加气混凝土砌块，其特征是：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分：

[0130] 水70kg；硅酸盐水泥17.5kg；砂25kg；石32.5kg；铝粉0.8kg；减水剂3kg；邻羟基苯

甲酸甲酯4kg；卵磷脂2kg；丙烯酸乳液5kg；酪蛋白8kg；硅烷浸渍剂5kg；茶多酚2kg；气相二

氧化硅3kg；竹纤维1kg；菠萝叶纤维2kg。

[0131] 在本实施例中，茶多酚的粒径为800目。

[0132] 加气混凝土砌块的制备方法如下：

[0133] S1、将砂25kg、石32.5kg破碎并混合投入球磨机中研磨成细度为250目的混合料，

再在搅拌釜中加入混合料以及水35kg，以150r/min的转速搅拌，搅拌均匀，形成料浆；

[0134] S2、边搅拌边加入S1中搅拌均匀的料浆、水35kg、硅酸盐水泥17.5kg、减水剂3kg，

保持温度为45℃，反应180s；

[0135] S3、边搅拌边加入铝粉0.8kg，保持温度为50℃，反应60s；

[0136] S4、边搅拌边加入邻羟基苯甲酸甲酯4kg、卵磷脂2kg、丙烯酸乳液5kg、酪蛋白8kg、

硅烷浸渍剂5kg、茶多酚2kg、气相二氧化硅3kg、竹纤维1kg、菠萝叶纤维2kg，搅拌均匀，得到

混凝土浆液；

[0137] S5、搅拌5min后，将混凝土浆液浇筑至模具中，静置12h；

[0138] S6、将混凝土浆液从模具中分离出来，并放入至切割机中切割成所需的规格大小，

形成砌块砖坯体；

[0139] S7、将砌块砖坯体放入至高压釜中进行高压高温蒸养，最后出釜即得加气混凝土

砌块。

[0140] 实施例9

[0141] 一种加气混凝土砌块，其特征是：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分：

[0142] 水70kg；硅酸盐水泥17.5kg；砂25kg；石32.5kg；铝粉0.8kg；减水剂3kg；邻羟基苯

甲酸甲酯4kg；卵磷脂2kg；丙烯酸乳液5kg；酪蛋白9kg；硅烷浸渍剂4kg；茶多酚1.5kg；气相

二氧化硅4kg；竹纤维0.5kg；菠萝叶纤维1.5kg。

[0143] 在本实施例中，茶多酚的粒径为900目。

[0144] 加气混凝土砌块的制备方法如下：

[0145] S1、将砂25kg、石32.5kg破碎并混合投入球磨机中研磨成细度为250目的混合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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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在搅拌釜中加入混合料以及水35kg，以150r/min的转速搅拌，搅拌均匀，形成料浆；

[0146] S2、边搅拌边加入S1中搅拌均匀的料浆、水35kg、硅酸盐水泥17.5kg、减水剂3kg，

保持温度为45℃，反应180s；

[0147] S3、边搅拌边加入铝粉0.8kg，保持温度为50℃，反应60s；

[0148] S4、边搅拌边加入邻羟基苯甲酸甲酯4kg、卵磷脂2kg、丙烯酸乳液5kg、酪蛋白9kg、

硅烷浸渍剂4kg、茶多酚1.5kg、气相二氧化硅4kg、竹纤维0.5kg、菠萝叶纤维1.5kg，搅拌均

匀，得到混凝土浆液；

[0149] S5、搅拌5min后，将混凝土浆液浇筑至模具中，静置12h；

[0150] S6、将混凝土浆液从模具中分离出来，并放入至切割机中切割成所需的规格大小，

形成砌块砖坯体；

[0151] S7、将砌块砖坯体放入至高压釜中进行高压高温蒸养，最后出釜即得加气混凝土

砌块。

[0152] 实施例10

[0153] 一种加气混凝土砌块，其特征是：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分：

[0154] 水70kg；硅酸盐水泥17.5kg；砂25kg；石32.5kg；铝粉0.8kg；减水剂3kg；邻羟基苯

甲酸甲酯4kg；卵磷脂2kg；丙烯酸乳液5kg；酪蛋白10kg；硅烷浸渍剂3kg；茶多酚1kg；气相二

氧化硅5kg；竹纤维0.8kg；菠萝叶纤维1kg。

[0155] 在本实施例中，茶多酚的粒径为1000目。

[0156] 加气混凝土砌块的制备方法如下：

[0157] S1、将砂25kg、石32.5kg破碎并混合投入球磨机中研磨成细度为250目的混合料，

再在搅拌釜中加入混合料以及水35kg，以150r/min的转速搅拌，搅拌均匀，形成料浆；

[0158] S2、边搅拌边加入S1中搅拌均匀的料浆、水35kg、硅酸盐水泥17.5kg、减水剂3kg，

保持温度为45℃，反应180s；

[0159] S3、边搅拌边加入铝粉0.8kg，保持温度为50℃，反应60s；

[0160] S4、边搅拌边加入邻羟基苯甲酸甲酯4kg、卵磷脂2kg、丙烯酸乳液5kg、酪蛋白

10kg、硅烷浸渍剂3kg、茶多酚1kg、气相二氧化硅5kg、竹纤维0.8kg、菠萝叶纤维1kg，搅拌均

匀，得到混凝土浆液；

[0161] S5、搅拌5min后，将混凝土浆液浇筑至模具中，静置12h；

[0162] S6、将混凝土浆液从模具中分离出来，并放入至切割机中切割成所需的规格大小，

形成砌块砖坯体；

[0163] S7、将砌块砖坯体放入至高压釜中进行高压高温蒸养，最后出釜即得加气混凝土

砌块。

[0164] 比较例1

[0165] 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加气混凝土砌块缺少了组分邻羟基苯甲酸甲酯。

[0166] 比较例2

[0167] 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加气混凝土砌块缺少了组分卵磷脂。

[0168] 比较例3

[0169] 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加气混凝土砌块缺少了组分丙烯酸乳液。

[0170] 实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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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1] 根据GB/T4111-2013《混凝土砌块和砖试验方法》检测以上实施例以及比较例制备

所得的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抗压强度(MPa)，再将加气混凝土砌块采用8h紫外光暴露接着4h

冷凝，再用水浸泡2天，并根据GB/T4111-2013《混凝土砌块和砖试验方法》检测经紫外光以

及水浸泡后的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抗压强度(MPa)。

[0172] 实验2

[0173] 将以上实施例以及比较例制备所得的加气混凝土砌块置于容器中，在容器中加入

自来水，使得自来水的液面恰好浸泡加气混凝土砌块，同时使得加气混凝土砌块置于最顶

部的表面露出液面，观察并记录出现泛碱现象的时间(天)。

[0174] 以上实验的检测数据见表1。

[0175] 表1

[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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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7]

[0178] 根据表1中实施例1-3与比较例1-3的数据对比可得，实施例1-3均采用邻羟基苯甲

酸甲酯、卵磷脂以及丙烯酸乳液协同配合，比较例1中缺少了组分邻羟基苯甲酸甲酯，比较

例2中缺少了组分卵磷脂，比较例3中缺少了组分丙烯酸乳液，而实施例1-3的抗压强度均高

于比较例1-3的，且实施例1-3经紫外光以及水浸泡处理后的抗压强度的变化值均低于比较

例1-3的，说明通过采用邻羟基苯甲酸甲酯、卵磷脂以及丙烯酸乳液协同配合，有利于提高

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抗压强度的同时有利于提高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抗腐蚀性能，使得加气混

凝土砌块的抗压强度不容易受到水分、紫外线以及氧气的影响，进而有利于延长加气混凝

土砌块的耐久性能，进而有利于提高建筑物的稳固性；同时，说明了只有当邻羟基苯甲酸甲

酯、卵磷脂以及丙烯酸乳液协同配合时，才能更好地起提高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抗腐蚀性能

的作用，缺少了任一组分均容易对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抗腐蚀性能产生影响。

[0179] 根据表1中实施例1-3与实施例4-5的数据对比可得，实施例4-5比实施例1-3新增

了组分酪蛋白以及硅烷浸渍剂，实施例4-5的抗压强度均高于实施例1-3的，且实施例4-5的

泛碱时间均远长于实施例1-3的，说明通过采用酪蛋白与硅烷浸渍剂的协同配合，有利于酪

蛋白与加气混凝土砌块中的金属离子结合，从而使得加气混凝土砌块中不容易出现泛碱现

象，进而有利于延长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泛碱时间，进而使得建筑物的外观装饰效果不容易

受到泛碱现象的影响；同时，通过酪蛋白与金属离子的结合，还有利于分子间的交联以形成

网状结构，从而有利于增强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抗压强度；另外，硅烷浸渍剂还有利于增强酪

蛋白的渗透性能，有利于酪蛋白更好地渗透至加气混凝土砌块的任意位置，进而使得加气

混凝土砌块的任意位置均不容易出现泛碱现象，有利于延长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泛碱时间，

进而使得建筑物的外观装饰效果不容易受到泛碱现象的影响。

[0180] 根据表1中实施例4-5与实施例6-7的数据对比可得，实施例4-5中均采用酪蛋白与

硅烷浸渍剂协同配合，实施例6中缺少了组分酪蛋白，实施例7中缺少了硅烷浸渍剂，而实施

例4-5的泛碱时间均长于实施例6-7的，说明通过采用酪蛋白与硅烷浸渍剂的协同配合，有

利于增强加气混凝土砌块的防泛碱性能，使得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泛碱时间延长，且只有当

酪蛋白与硅烷浸渍剂协同配合时，才能更好地提高加气混凝土砌块的防泛碱性能，缺少了

说　明　书 10/11 页

12

CN 110342870 A

12



任一组分均容易对加气混凝土砌块的防泛碱性能产生影响。

[0181] 根据表1中实施例4-5与实施例8-10的数据对比可得，实施例8-10比实施例4-5新

增了组分茶多酚、气相二氧化硅、竹纤维以及菠萝叶纤维，而实施例8-10的抗压强度均在一

定程度上高于4-5的，说明通过加入茶多酚、气相二氧化硅、竹纤维以及菠萝叶纤维，在一定

程度上有利于提高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抗压强度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加气混

凝土砌块的抗腐蚀性能，使得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抗压强度不容易受到水分、紫外线以及氧

气的影响，有利于提高加气混凝土砌块的耐久性，进而使得建筑物的稳固性提高；另外，茶

多酚、竹纤维以及菠萝叶纤维均来源于天然，从而使得加气混凝土砌块不容易对环境以及

人体健康产生影响，有利于提高加气混凝土砌块的环保性能。

[0182]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故：凡依本发明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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