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554003.2

(22)申请日 2019.06.25

(71)申请人 郑州工大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450000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东三街

57号郑州大学建筑科研中心405室

(72)发明人 郑娟荣　赵振波　

(74)专利代理机构 郑州立格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41126

代理人 田小伍

(51)Int.Cl.

C04B 28/04(2006.01)

C04B 28/08(2006.01)

B28B 1/50(2006.01)

B28B 17/0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超低吸水率的无机塑化微孔保温板及

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建筑材料技术领域，具体公开了

一种超低吸水率的无机塑化微孔保温板，其特征

在于：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水泥40-200

份、超细矿物掺和料20-100份、化学添加剂1-30

份、水40-225份、纤维0.4-4份、聚合物1-10份、稳

泡剂0.03-10份、轻质骨料1-10份、泡沫10-50份

得到的保温板的表观密度为80-180kg/m3，抗压

强度为0.3-0.8MPa，抗拉强度大于0.10MPa，体积

吸水率小于5.0%，软化系数大于0.70，导热系数

为0.038-0.053W/m•K。可以用于外墙外保温、屋

面保温系统及保温装饰一体化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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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超低吸水率的无机塑化微孔保温板，其特征在于：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

水泥40-200份、超细矿物掺和料20-100份、化学添加剂1-30份、水40-225份、纤维0.4-4份、

聚合物1-10份、稳泡剂0.03-10份、轻质骨料1-10份、泡沫10-50份得到的保温板的表观密度

为80-180kg/m3，抗压强度为0.3-0.8MPa，抗拉强度大于0.10MPa，体积吸水率小于5.0%，软

化系数大于0.70，导热系数为0.038-0.053W/m•K。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低吸水率的无机塑化微孔保温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为硅

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和

复合硅酸盐水泥中的一种；所述超细矿物掺和料是粉煤灰和石灰石粉中的一种，且粉煤灰

和石灰石粉的粒度均不高于30µm；所述化学添加剂是由防水剂、膨胀剂按质量比10-35：40-

60的混合物；所述水是城市自来水；所述纤维是混凝土用的合成纤维；所述聚合物是纯丙乳

液、乙丙乳液、苯丙乳液、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乳液或可再分散乳胶粉中的一种；所述稳泡

剂为硅酸镁铝、钠基膨润土、纤维素醚、聚乙烯醇中的一种；所述轻质骨料为粒径1mm-5mm、

表观密度6kg/m3-20kg/m3的膨胀聚苯乙烯颗粒；所述泡沫是由表面活性剂类发泡剂与水按

质量比1：30-50的比例混合，并由氮气压缩机预制的泡沫。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超低吸水率的无机塑化微孔保温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水剂是

硬脂酸三乙醇胺复合物，膨胀剂是硫铝酸盐水泥、明矾石和氧化镁中的一种；所述硬脂酸三

乙醇胺复合物是硬脂酸与三乙醇胺按摩尔比为1:1配料，在70-80℃反应4小时后得到的微

溶于水的复合物，经干燥、粉磨为固体粉末。

4.一种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超低吸水率的无机塑化微孔保温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制备A料：将水泥、超细矿物掺和料、化学添加剂和水按质量比40-200:20-100:1-

30:40-225混合均匀并球磨45min-60min得到A料；

（2）制备B料：将A料、纤维、聚合物、稳泡剂、轻质骨料按质量比105-250:0 .8-2：2-5:

0.05-5：2-5依次混合均匀得到B料；

（3）制备C料：将发泡剂和水按质量比1：30-50混合均匀并用温度为5℃的氮气通过压缩

机发泡得到泡沫C料；

（4）制备成品：将B、C两种料按质量比100-250：18-35搅拌均匀后注入模具中成型，成型

后带模在常温5-40℃下静置6-10h，在50-75℃的温度下带模养护3d-7d或在50-75℃的温度

下带模养护1-2d后脱模，脱模后的坯体在50-75℃的温度下继续养护3d-7d，养护好后按使

用要求进行成品切割。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超低吸水率的无机塑化微孔保温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1）中A料的粒径不大于45µm，所述湿磨设备是球磨机、胶体磨和搅拌磨中的一种。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超低吸水率的无机塑化微孔保温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4）中在养护期间，需要用薄膜覆盖模箱或包裹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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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超低吸水率的无机塑化微孔保温板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材料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超低吸水率的无机塑化微孔保温板

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实际建筑工程主要使用膨胀聚苯板和岩棉板做外墙保温板，膨胀聚苯板容

易燃烧、岩棉板容易吸水脱落，水泥泡沫混凝土保温板具有轻质保温、防火、耐火等优点，常

用水泥泡沫混凝土的表观密度为300kg/m3~1200kg/m
3，抗压强度为0.5MPa~15.0MPa，导热系

数大于0.085W/(m•K)，可用于生产砌块、轻质板材等领域。水泥泡沫混凝土的性能与密度之

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一般地，随着密度的减小，水泥泡沫混凝土的导热系数降低，保温和隔

音效果改善，但是抗压强度降低，在运输、施工过程中易破损。我国行业标准《水泥基泡沫保

温板》（JC/T  2200-2013）规定Ⅰ型（干密度≦180kg/m3）和Ⅱ型（干密度≦250kg/m3）保温板的

体积吸水率≦10%，目前市场上的化学发泡（双氧水发泡）的水泥基泡沫板均为Ⅱ型板、其体

积吸水率略低于10%。随着水泥泡沫混凝土的密度降低，其显著的缺点就是吸水率大，用于

外墙外保温时冬天容易冻融破坏，并导致其它性能降低。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超低吸水率的无机塑化微孔保温板及其制备方法，制备

的产品具有导热系数低、不燃、轻质高强，且原材料来源广泛、价格低廉，可以用于外墙外保

温、屋面保温系统及保温装饰一体化板等。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超低吸水率的无机塑化微孔保温板，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水泥40-200份、

超细矿物掺和料20-100份、化学添加剂1-30份、水40-225份、纤维0.4-4份、聚合物1-10份、

稳泡剂0.03-10份、轻质骨料1-10份、泡沫10-50份得到的保温板的表观密度为80-180kg/

m3，抗压强度为0.3-0 .8MPa，抗拉强度大于0.10MPa，体积吸水率小于5.0%，软化系数大于

0.70，导热系数为0.038-0.053W/m•K。

[0005] 进一步的，所述水泥为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

酸盐水泥、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和复合硅酸盐水泥中的一种；所述超细矿物掺和料是粉煤

灰和石灰石粉中的一种，且粉煤灰和石灰石粉的粒度均不高于30µm；所述化学添加剂是由

防水剂、膨胀剂按质量比10-35：40-60的混合物；所述水是城市自来水；所述纤维是混凝土

用的合成纤维；所述聚合物是纯丙乳液、乙丙乳液、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乳液或可再分散

乳胶粉中的一种；所述稳泡剂为硅酸镁铝、钠基膨润土、纤维素醚、聚乙烯醇中的一种；所述

轻质骨料为粒径1mm-5mm、表观密度6kg/m3-20kg/m3的膨胀聚苯乙烯颗粒；所述泡沫是由表

面活性剂类发泡剂与水按质量比1：30-50的比例混合，并由氮气压缩机预制的泡沫。

[0006] 进一步的，所述防水剂是硬脂酸三乙醇胺复合物，膨胀剂是硫铝酸盐水泥、明矾石

和氧化镁中的一种；所述硬脂酸三乙醇胺复合物是硬脂酸与三乙醇胺按摩尔比为1:1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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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0-80℃反应4小时后得到的微溶于水的复合物，经干燥、粉磨为固体粉末。

[0007] 一种超低吸水率的无机塑化微孔保温板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制备A料：将水泥、超细矿物掺和料、化学添加剂和水按质量比40-200:20-100：1-

30:40-225混合均匀并球磨45min-60min得到A料；

（2）制备B料：将A料、纤维、聚合物、稳泡剂、轻质骨料按质量比105-250:0 .8-2：2-5:

0.05-5：2-5依次混合均匀得到B料；

（3）制备C料：将发泡剂和水按质量比1：30-50混合均匀并用用温度为5℃的氮气通过压

缩机发泡得到泡沫C料；

（4）制备成品：将B、C两种料按质量比100-250：18-35搅拌均匀后注入模具中成型，成型

后带模在常温5-40℃下静置6-10h，在50-75℃的温度下带模养护3d-7d或在50-75℃的温度

下带模养护1-2d后脱模，脱模后的坯体在50-75℃的温度下继续养护3d-7d，养护好后按使

用要求进行成品切割。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1）中A料的粒径不大于45µm，所述湿磨设备是球磨机、胶体磨

和搅拌磨中的一种。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4）中在养护期间，需要用薄膜覆盖模箱或包裹坯体。

[0010] 本发明具有的优点是：

1.水泥基浆体通过湿磨，可以增加水灰比，本发明的水泥基浆体的水灰比可以增加到

0.75，还能得到均匀的、不分层、不泌水的水泥浆体，制备的泡沫混凝土不消泡；而常用水泥

基浆体的水灰比为0.4-0.5（水灰比过大，水泥浆体分层，导致泡沫混凝土消泡）,与常用水

泥泡沫混凝土的制备工艺相比，本发明在制备相同体积的水泥基浆体时所用固体原材料减

少，从而降低密度；

2.本发明的轻质骨料（EPS颗粒）进一步降低泡沫混凝土的密度，同时由于EPS颗粒在产

品中起骨架作用，使产品体积更稳定，不易开裂，此外，本发明中的聚合物、纤维和EPS颗粒

组成一个具有弹性的三维网络微结构，这进一步保证超低密度保温板不开裂、不粉化；

3.本发明中的防水剂是一种硬脂酸三乙醇胺复合物，由硬脂酸与三乙醇胺按摩尔比为

1:1配料，在70-80℃反应4小时后的微溶于水的复合物，经干燥、粉磨为固体粉末，硬脂酸的

分子式为CH3(CH2)16COOH，三乙醇胺的分子式为N(C2H4OH)3，当硬脂酸与三乙醇胺按摩尔比

为1:1配料并在70-80℃反应4小时，硬脂酸中的羧基（-COOH）和三乙醇胺中的羟基（-OH）会

发生酯发反应（-O-）并缩合出一个分子水，因此，每个硬脂酸三乙醇胺复合物中还保持2个

羟基（-OH），该复合物与水泥浆体一起球磨时，在机械力的作用下，复合物逐步溶解到水中，

其中羟基（-OH）络合水泥产物中的钙离子（Ca2+）,从而促进水泥的水化，增加水泥浆体固化

后的强度，此外，水泥浆体固化后，硬脂酸的憎水基团（CH3(CH2)16CO-）覆盖在硬化的水泥浆

体的表面，保证了产品的超低体积吸水率和防水性的持久性，传统防水剂（如硬脂酸钙和有

机硅等）均是覆盖在硬化水泥浆体的表面，耐久性差并不均匀，经过几年就失去防水效果；

4.与膨胀聚苯板相比，本发明的超低吸水率的无机塑化微孔保温板是一种不燃烧材

料，耐久性更好，两者保温效果相当，所以，本发明的超低吸水率的无机塑化微孔保温板可

以完全取代膨胀聚苯板用于外墙外保温；与岩棉板相比，本发明的超低吸水率的无机塑化

微孔保温板的制备过程的能耗低、工艺更简单、价格便宜，后者比前者吸水率更低、保温效

果更好、与基墙的粘结力更强，两者均为不燃烧材料，所以，本发明的超低吸水率的无机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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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微孔保温板可以完全取代岩棉板用于外墙外保温；

5.本发明在制备泡沫时，表面活性剂类发泡剂由憎水基团和亲水基团组成、掺入表面

活性剂类发泡剂的水在气体搅动下就产生气泡、气泡的表面是一层含发泡剂亲水基团的水

膜、发泡剂的憎水基团在气泡内的气体里，由于本发明的干燥表观密度为80-180kg/m3，气

泡壁很薄，空气气泡容易随温度升高而破裂，导致各项性能的降低，本发明将温度为5℃的

氮气通过压缩机产生的压缩氮气与发泡液（即含发泡剂的水）混合并通过装满钢丝球的发

泡枪而产生小气泡，气泡内的气体是氮气，由于氮气在超低密度（即干密度80-180kg/m3）保

温板占体积约90%并且温度为5℃，低于水泥浆体的温度（≦30℃），此外，氮气的热膨胀系数

较低，所以泡孔内氮气气体不易膨胀，容易得到封闭的泡孔；

6.本发明中所用原材料来源丰富、价格便宜、工艺简单、生产能耗低，容易实现工业化

生产。

具体实施方式

[0011] 实施例1

一种超低吸水率的无机塑化微孔保温板，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水泥40-200份、

超细矿物掺和料20-100份、化学添加剂1-30份、水40-225份、纤维0.4-4份、聚合物1-10份、

稳泡剂0.03-10份、轻质骨料1-10份、泡沫10-50份得到的保温板的表观密度为80-180kg/

m3，抗压强度为0.3-0 .8MPa，抗拉强度大于0.10MPa，体积吸水率小于5.0%，软化系数大于

0.70，导热系数为0.038-0.053W/m•K。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水泥为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

酸盐水泥、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和复合硅酸盐水泥中的一种；所述超细矿物掺和料是粉煤

灰和石灰石粉中的一种，且粉煤灰和石灰石粉的粒度均不高于30µm；所述化学添加剂是由

防水剂、膨胀剂按质量比10-35：40-60的混合物；所述水是城市自来水；所述纤维是混凝土

用的合成纤维；所述聚合物是纯丙乳液、乙丙乳液、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乳液或可再分散

乳胶粉中的一种；所述稳泡剂为硅酸镁铝、钠基膨润土、纤维素醚、聚乙烯醇中的一种；所述

轻质骨料为粒径1mm-5mm、表观密度6kg/m3-20kg/m3的膨胀聚苯乙烯颗粒；所述泡沫是由表

面活性剂类发泡剂与水按质量比1：30-50的比例混合，并由氮气通过压缩机预制的泡沫。

[0013] 进一步的，所述防水剂是硬脂酸三乙醇胺复合物，膨胀剂是硫铝酸盐水泥、明矾石

和氧化镁中的一种；所述硬脂酸三乙醇胺复合物是硬脂酸与三乙醇胺按摩尔比为1:1配料，

在70-80℃反应4小时后得到的微溶于水的复合物，经干燥、粉磨为固体粉末；

一种超低吸水率的无机塑化微孔保温板的制备方法，由水泥、超细矿物掺和料、化学添

加剂和水按质量比40：20：1：40混合均匀并球磨45min得到A料；将A料、纤维、聚合物、稳泡

剂、轻质骨料按质量比105：0.8：2：0.05：2混合均匀得到B料；将发泡剂和水按质量比1：30混

合均匀并用温度为5℃的氮气通过压缩机发泡得到泡沫C料；然后将B、C两料按质量比100：

35搅拌均匀后注入模具中成型、成型后、带模在常温20-30℃下静置8h，送入75℃的温度下

养护1d后脱模，脱模后的坯体在50℃的温度下继续养护7d。测定产品的干燥表观密度为

80kg/m3，抗压强度为0.3MPa，抗拉强度0.10MPa，体积吸水率4.8%，软化系数0.70，导热系数

为0.038W/m•K。

[0014] 实施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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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例2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由水泥、超细矿物掺和料、化学添加剂和水按质

量比200：100：30：225混合均匀并球磨60min得到A料；将A料、纤维、聚合物、稳泡剂、轻质骨

料按质量比250：2：5：5：5混合均匀得到B料；将发泡剂和水按质量比1：50混合均匀并用温度

为5℃的氮气通过压缩机发泡得到泡沫C料；然后将B、C两料按质量比250：18搅拌均匀后注

入模具中成型、成型后、带模在常温35-40℃下静置6h，送入50℃的温度下养护2d后脱模，脱

模后的坯体在75℃的温度下继续养护3d,测定产品的干燥表观密度为180kg/m3，抗压强度

为0.8MPa，抗拉强度0.15MPa，体积吸水率3.0%，软化系数0.90，导热系数为0.053W/m•K。

[0015] 实施例3

  实施例3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由水泥、超细矿物掺和料、化学添加剂和水按质

量比100：60：10：120混合均匀并球磨56min得到A料；将A料、纤维、聚合物、稳泡剂、轻质骨料

按质量比175：1：3：1：5混合均匀得到B料；将发泡剂和水按质量比1：35混合均匀并用温度为

5℃的氮气通过压缩机发泡得到泡沫C料；然后将B、C两料按质量比185：20搅拌均匀后注入

模具中成型、成型后、带模在常温5-10℃下静置10h，送入75℃的温度下带模养护3d。测定产

品的干燥表观密度为135kg/m3，抗压强度为0.55MPa，抗拉强度0.12MPa，体积吸水率4.0%，

软化系数0.85，导热系数为0.045W/m•K。

[0016] 实施例4

实施例3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 由水泥、超细矿物掺和料、化学添加剂和水按质

量比200：40：30：190混合均匀并球磨50min得到A料；将A料、纤维、聚合物、稳泡剂、轻质骨料

按质量比140：1：3：1：3混合均匀得到B料；将发泡剂和水按质量比1：40混合均匀并用温度为

5℃的氮气通过压缩机发泡得到泡沫C料；然后将B、C两料按质量比140：30搅拌均匀后注入

模具中成型、成型后、带模在常温11-19℃下静置9h，送入50℃的温度下养护2d后脱模，脱模

后的坯体在50℃的温度下继续养护7d,测定产品的干燥表观密度为100kg/m3，抗压强度为

0.40MPa，抗拉强度0.11MPa，体积吸水率4.5%，软化系数0.75，导热系数为0.040W/m•K。

[0017] 实施例5

  实施例5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由水泥、超细矿物掺和料、化学添加剂和水按质

量比180：80：20：196混合均匀并球磨60min得到A料；将A料、纤维、聚合物、稳泡剂、轻质骨料

按质量比230：1：3：4：5混合均匀得到B料；将发泡剂和水按质量比1：40混合均匀并用温度为

5℃的氮气通过压缩机发泡得到泡沫C料；然后将B、C两料按质量比170：20搅拌均匀后注入

模具中成型、成型后、带模在常温31-34℃下静置7h，送入60℃的温度下带模养护5d。测定产

品的干燥表观密度为130kg/m3，抗压强度为0.45MPa，抗拉强度0.13MPa，体积吸水率4.0%，

软化系数0.80，导热系数为0.044W/m•K。

[0018] 实施例6

  实施例6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由水泥、超细矿物掺和料、化学添加剂和水按质

量比150：80：20：175混合均匀并球磨60min得到A料；将A料、纤维、聚合物、稳泡剂、轻质骨料

按质量比200：1：3：4：5混合均匀得到B料；将发泡剂和水按质量比1：40混合均匀并用温度为

5℃的氮气通过压缩机发泡得到泡沫C料；然后将B、C两料按质量比150：25搅拌均匀后注入

模具中成型、成型后、带模在常温（20-30℃）下静置8h，送入55℃的温度下带模养护6d。测定

产品的干燥表观密度为120kg/m3，抗压强度为0.40MPa，抗拉强度0.12MPa，体积吸水率

4.5%，软化系数0.78，导热系数为0.043W/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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