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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建筑材料领域，公开了碱式硫酸

镁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及其制备方法，主要由硫

氧镁水泥浆料经改性剂改性后，掺入成孔剂膨润

土制得。本发明中硫氧镁水泥浆体经改性形成碱

式硫酸镁水泥浆体，浆体在凝结硬化过程中产生

5·1·7相、3·1·8相和5·1·3相等晶相，浆体

凝结硬化速度快，且5·1·7相等水化产物搭接

形成微观孔结构；掺入的膨润土中主要矿物蒙脱

石存在于5·1·7相等水化产物搭接形成的微观

孔结构中，切割细化这部分孔而产生纳米、微米

孔，实现碱式硫酸镁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中纳米

孔、微米孔的构筑，使原本疏松的孔隙结构变得

致密，获得的碱式硫酸镁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具

有早强、强度高、导热低、耐久性高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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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碱式硫酸镁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主要由硫

氧镁水泥浆料经改性剂改性后，掺入膨润土作为成孔剂混合搅拌，经凝结硬化后得到的多

孔材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碱式硫酸镁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硫氧镁水

泥浆料主要由轻烧MgO或轻烧白云石与MgSO4、水混合搅拌均匀制得，其中摩尔比MgO：MgSO4：

H2O＝(10-30):1:(10-3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碱式硫酸镁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改性剂为

柠檬酸、EDTA、柠檬酸三钠、硼酸、蔗糖、磷酸、磷酸二氢钠、磷酸二氢钙、磷酸氢二钠、磷酸氢

一钠、乙二胺四乙酸、酒石酸、水杨酸、乳酸、甲酸、葡萄糖酸、乙二胺四乙酸二钠、酒石酸钠、

柠檬酸钠、柠檬酸铵中的一种或多种。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碱式硫酸镁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改性剂采

用单掺或复掺的总掺量范围为轻烧MgO质量的0-10％。

5.碱式硫酸镁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的制备方法，该方法用于制备如权利要求1-4任意

一项所述的碱式硫酸镁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将轻烧MgO或轻烧白云石与MgSO4、水混合搅拌均匀得到硫氧镁水泥浆体；

S2、向硫氧镁水泥浆体中掺入改性剂对硫氧镁水泥浆体进行改性得到碱式硫酸镁水泥

浆体；

S3、向碱式硫酸镁水泥浆体中掺入成孔剂，搅拌均匀后成型，脱模养护得到碱式硫酸镁

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碱式硫酸镁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成孔剂采用质量比为成孔剂：水＝1:(1-10)的比例配制出成孔剂浆体，成孔剂浆体掺入

量为占碱式硫酸镁水泥浆体0-90％的体积的掺量。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碱式硫酸镁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S3中养护条件为空气中养护，养护温度范围为5-90℃，湿度范围为2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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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式硫酸镁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碱式硫酸镁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及其制

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我国，MgSO4·7H2O储量较为丰富，盐湖卤水中硫酸镁资源储量在16.73亿吨左

右；而在海水中，MgSO4·7H2O已达到3570万亿吨左右的储量。在室温情况下，轻烧活性MgO会

与MgSO4·7H2O溶液反应形成硫氧镁水化物Mgx(OH)y(SO4)z·nH2O。该化合物具有凝结硬化

快、早期强度高、粘结性能好、无需湿养护、导热性低、耐火性高以及耐腐蚀性好等特点，并

且该制备工艺简单，可以广泛应用于生产保温材料、耐火材料、装饰装修材料等工程。

[0003] 现有技术中，通过在硫氧镁水泥基体中掺入泡沫、稻壳或两者复掺制备硫氧镁水

泥基轻质材料，但是硫氧镁水泥中MgO-MgSO4-H2O三元胶凝体系是一种不稳定的非平衡状

态，其水化产物不稳定，容易受外界的温度、湿度等条件的影响，从而使该体系物相间发生

相互转化，且该轻质材料中的孔结构的孔径较大，导致轻质材料出现强度偏低以及耐久性

差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基于以上问题，本发明提供碱式硫酸镁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及其制备方法，采用

改性剂对硫氧镁水泥浆体改性，形成碱式硫酸镁水泥浆体，浆体在凝结硬化过程中产生5·

1·7相、3·1·8相和5·1·3相等晶相，浆体凝结硬化速度快，且5·1·7相、3·1·8相和

5·1·3相等水化产物搭接形成微观孔结构；掺入的膨润土中主要矿物蒙脱石存在于3·

1·8相和5·1·3相5·1·7相等水化产物搭接形成的微观孔结构中，切割细化这部分孔而

产生纳米、微米孔，实现碱式硫酸镁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中纳米孔、微米孔的构筑，使原本

疏松的孔隙结构变得致密，获得的碱式硫酸镁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具有早强、强度高、导热

低、耐耐久性高等优点。

[0005] 为实现上述技术效果，本发采用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碱式硫酸镁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主要由硫氧镁水泥浆

料经改性剂改性后，掺入膨润土作为成孔剂混合搅拌，经凝结硬化后得到的多孔材料。

[0007] 进一步地，硫氧镁水泥浆料主要由轻烧MgO或轻烧白云石与MgSO4、水混合搅拌均

匀制得，其中摩尔比MgO：MgSO4：H2O＝(10-30):1:(10-30)。

[0008] 进一步地，改性剂为柠檬酸、EDTA、柠檬酸三钠、硼酸、蔗糖、磷酸、磷酸二氢钠、磷

酸二氢钙、磷酸氢二钠、磷酸氢一钠、乙二胺四乙酸、酒石酸、水杨酸、乳酸、甲酸、葡萄糖酸、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酒石酸钠、柠檬酸钠、柠檬酸铵中的一种或多种。

[0009] 进一步地，改性剂采用单掺或复掺的总掺量范围为轻烧MgO质量的0-10％。

[0010] 为实现上述技术效果，本发明还提供了碱式硫酸镁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的制备方

法，包括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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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S1、将轻烧MgO或轻烧白云石与MgSO4、水混合搅拌均匀得到硫氧镁水泥浆体；

[0012] S2、向硫氧镁水泥浆体中掺入改性剂对硫氧镁水泥浆体进行改性得到碱式硫酸镁

水泥浆体；

[0013] S3、向碱式硫酸镁水泥浆体中掺入成孔剂，搅拌均匀后成型，脱模养护得到碱式硫

酸镁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

[0014] 进一步地，成孔剂采用质量比为成孔剂：水＝1:(1-10)的比例配制出成孔剂浆体，

成孔剂浆体掺入量为占碱式硫酸镁水泥浆体0-90％的体积的掺量。

[0015] 进一步地，步骤S3中养护条件为空气中养护，养护温度范围为5-90℃，湿度范围为

20-90％。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采用改性剂对硫氧镁水泥浆体改

性形成碱式硫酸镁水泥浆体，浆体在凝结硬化过程中产生5·1·7相、3·1·8相和5·1·3

相等晶相，浆体凝结硬化速度快，且5·1·7相、3·1·8相和5·1·3相等水化产物搭接形

成微观孔结构；掺入的膨润土中主要矿物蒙脱石存在于3·1·8相和5·1·3相5·1·7相

等水化产物搭接形成的微观孔结构中，切割细化这部分孔而产生纳米、微米孔，实现碱式硫

酸镁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中纳米孔、微米孔的构筑，使原本疏松的孔隙结构变得致密，获得

的碱式硫酸镁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具有早强、强度高、导热低、耐耐久性高等优点。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实施例2中不同干密度碱式硫酸镁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的XRD图谱；

[0018] 图2为实施例2中不同干密度碱式硫酸镁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和加气混凝土抗压

强度对比曲线；

[0019] 图3为实施例2中不同干密度碱式硫酸镁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和加气混凝土导热

系数对比曲线；

[0020] 图4为实施例2中干密度为1231kg/m3的碱式硫酸镁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的SEM图

谱。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

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本发明的示意性实施方式及其说明仅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作

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0022] 实施例1：

[0023] 一种碱式硫酸镁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主要由硫氧镁水泥浆

料经改性剂改性后，掺入膨润土作为成孔剂混合搅拌，经凝结硬化后得到的多孔材料。

[0024] 本实施例中碱式硫酸镁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的制备步骤如下：

[0025] S1、将轻烧MgO或轻烧白云石与MgSO4、水混合搅拌均匀得到硫氧镁水泥浆体；

[0026] S2、向硫氧镁水泥浆体中掺入改性剂对硫氧镁水泥浆体进行改性得到碱式硫酸镁

水泥浆体；

[0027] S3、向碱式硫酸镁水泥浆体中掺入成孔剂，搅拌均匀后成型，脱模养护得到碱式硫

酸镁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其中，成孔剂采用质量比为成孔剂：水＝1:(1-10)的比例配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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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孔剂浆体，成孔剂浆体掺入量为占碱式硫酸镁水泥浆体0-90％的体积的掺量；养护条件

为空气中养护，养护温度范围为5-90℃，湿度范围为20-90％。

[0028] 本实施例中硫氧镁水泥浆料主要由轻烧MgO或轻烧白云石与MgSO4、水混合搅拌均

匀制得，其中摩尔比MgO：MgSO4：H2O＝(10-30):1:(10-30)；改性剂为柠檬酸、EDTA、柠檬酸三

钠、硼酸、蔗糖、磷酸、磷酸二氢钠、磷酸二氢钙、磷酸氢二钠、磷酸氢一钠、乙二胺四乙酸、酒

石酸、水杨酸、乳酸、甲酸、葡萄糖酸、乙二胺四乙酸二钠、酒石酸钠、柠檬酸钠、柠檬酸铵中

的一种或多种。

[0029] 在本实施例中，硫氧镁水泥浆体经改性剂改性后，获得的碱式硫酸镁水泥浆体，碱

式硫酸镁水泥浆体在凝结硬化过程中产生5·1·7相、3·1·8相和5·1·3相等晶相，浆体

凝结硬化速度快，且5·1·7相、3·1·8相和5·1·3相等水化产物搭接形成微观孔结构；

掺入的膨润土中主要矿物蒙脱石存在于5·1·7相、3·1·8相和5·1·3相等水化产物搭

接形成的微观孔结构中，切割细化这部分孔而产生纳米、微米孔，实现碱式硫酸镁水泥基轻

质多孔材料中纳米孔、微米孔的构筑，使原本疏松的孔隙结构变得致密，获得的碱式硫酸镁

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具有早强、强度高、导热低、耐久性高等优点。

[0030] 实施例2：

[0031] 本实施例以硫氧镁水泥的基准配合比为：摩尔比MgO:MgSO4:H2O＝20:1:18，选用掺

量为0.08％的柠檬酸和0.08％的EDTA作为外加剂进行复掺。在该基准配合比的基础上，膨

润土作为成孔剂，按成孔剂：水为1:5(质量比)的比例配制成孔剂浆体并静置24小时后，按

照成孔剂浆体占碱式硫酸镁水泥浆体体积的不同比例掺量制备不同干密度的碱式硫酸镁

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将成孔剂浆体与碱式硫酸镁水泥浆体混合并用尺寸为40mm×40mm×

160mm标准模具成型。脱模后养护，养护条件为温度15-25℃，湿度50-70％，得到碱式硫酸镁

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

[0032] 本实施例中成孔剂浆体占碱式硫酸镁水泥浆体体积从0-60％共计7组样品，28d干

密度依次为1653kg/m3、1532kg/m3、1361kg/m3、1231kg/m3、1076kg/m3、936kg/m3、760kg/m3。

[0033] 图1为不同成孔剂浆体掺量的碱式硫酸镁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经28d养护后水化

产物的XRD谱图。可以看出，成孔剂的掺入对碱式硫酸镁水泥的物相种类并没有产生很大影

响，掺成孔剂的碱式硫酸镁水泥的水化物相种类与水泥基体的一样均为5·1·7相、Mg

(OH)2、MgO、MgCO3和少量的3·1·8相。

[0034] 如图2和图3分别是不同密度的碱式硫酸镁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与加气混凝土的

抗压强度、导热系数对比曲线；图2和图3的数据表明，碱式硫酸镁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和加

气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和导热系数都随密度的增大而增大，相同干密度条件下碱式硫酸镁水

泥基轻质多孔材料的抗压强度要高于加气混凝土的抗压强度，且相同干密度条件下碱式硫

酸镁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的导热系数要低于加气混凝土的导热系数；是因为在孔隙率相等

的情况下，膨润土中主要矿物蒙脱石存在于5·1·7相、3·1·8相和5·1·3相等水化产物

搭接形成的微观孔结构中，切割细化这部分孔而产生纳米、微米孔，实现碱式硫酸镁水泥基

轻质多孔材料中纳米孔、微米孔的构筑，使原本疏松的孔隙结构变得致密，获得的碱式硫酸

镁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具有强度高、导热低的优点。

[0035] 图4为30％成孔剂掺量下碱式硫酸镁水泥基轻质多孔材料(干密度为1231kg/m3)

的SEM图谱。可知，凝结硬化后的碱式硫酸镁水泥出现较多的针棒状5·1·7相，孔隙间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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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纳米孔结构，使其结构紧密。

[0036] 本实施例中选用的硫氧镁水泥改性剂为复掺柠檬酸和EDTA，需要说明的是，在实

际生产应用中，能够将硫氧镁水泥改性为碱式硫酸镁水泥的其他类型的外加剂采用单掺或

复掺加入硫氧镁水泥浆体中，也能够达到与本实施例相近的效果。

[0037] 如上即为本发明的实施例。上述实施例以及实施例中的具体参数仅是为了清楚表

述发明验证过程，并非用以限制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仍然以其

权利要求书为准，凡是运用本发明的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同结构变化，同理均应包

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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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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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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