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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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000652.4

(22)申请日 2019.10.21

(71)申请人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56102 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城沂河

路11号

(72)发明人 张成贺　任大贵　刘超　岳耀辉　

刘焕英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集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227

代理人 张雪娇

(51)Int.Cl.

C04B 28/24(2006.01)

C04B 28/26(2006.01)

C04B 38/08(2006.01)

C04B 14/06(2006.01)

C04B 14/18(2006.01)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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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纳米复合隔热板，由以下

原料制备得到；所述原料包括：30～40重量份粒

径为20～30nm的二氧化硅；30～40重量份粒径为

400～600nm的二氧化硅；5～10重量份的膨胀珍

珠岩；5～10重量份的红外遮光剂；2～5重量份的

无机耐火纤维；5～8重量份的无机胶黏剂。与现

有技术相比，本发明通过引入粒径为400～600nm

的二氧化硅和膨胀珍珠岩，使纳米复合隔热板具

有更好地颗粒配级，从而使内部孔洞直径分布更

加均匀，有效降低对流传热，同时引入无机胶黏

剂，可保证纳米复合隔热板的常温和烧后强度，

其为纯无机制品，高温下无烟无味，且成本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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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纳米复合隔热板，其特征在于，由以下原料制备得到；所述原料包括：30～40重

量份粒径为20～30nm的二氧化硅；30～40重量份粒径为400～600nm的二氧化硅；5～10重量

份的膨胀珍珠岩；5～10重量份的红外遮光剂；2～5重量份的无机耐火纤维；5～8重量份的

无机胶黏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纳米复合隔热板，其特征在于，所述膨胀珍珠岩的堆积密度为

60～80kg/m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纳米复合隔热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红外遮光剂选自碳化硅、

炭黑、硅酸锆与钛白粉中的一种或多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纳米复合隔热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红外遮光剂的粒径为3～5

μ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纳米复合隔热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无机纳米纤维选自玻璃纤

维、高硅氧纤维与陶瓷纤维中的一种或多种。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纳米复合隔热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玻璃纤维与高硅氧纤维的

纤维直径各自独立地为7～9μm；所述陶瓷纤维的纤维直径为3～5μ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纳米复合隔热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无机胶黏剂选自硅溶胶或

水玻璃。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纳米复合隔热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硅溶胶的浓度为30～

40wt％；所述水玻璃的浓度为20～30wt％。

9.一种权利要求1～8任意一项所述的纳米复合隔热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S1)将粒径为20～30nm的二氧化硅、粒径为400～600nm的二氧化硅、膨胀珍珠岩、红外

遮光剂与无机耐火纤维混合搅拌，得到混合物；

S2)向所述混合物中喷淋无机胶黏剂，喷淋结束后，继续搅拌，压制成型后，得到纳米复

合隔热板。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1)中搅拌的速度为400～

600rpm；搅拌的时间为10～15min；所述步骤S2)中继续搅拌的速度为300～400rpm；继续搅

拌的时间为3～5min；所述压制成型的压力为300～500MPa；压制成型时保压时间为60～

9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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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纳米复合隔热板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隔热材料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纳米复合隔热板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家环保治理和节能减排力度的逐步加大，石化、冶金、陶瓷窑炉、玻璃窑炉

等行业正在寻求更加节能效果更好、更加环保的轻质隔热材料。目前传统的轻质隔热材料

包括陶瓷纤维制品和硅酸钙制品，为保证产品强度，生产过程中通常都会引入部分有机结

合剂。有机成分的存在导致使用过程中产生大量烟气，对环境造成污染。并且，这两种轻质

隔热材料的平均500℃的导热系数均为0.12W/(m·K)左右，相比于纳米材料导热系数偏高，

隔热性差。目前，市场上比较成熟的纳米材料是纳米微孔隔热板，平均粒径为20～30nm的二

氧化硅材料占80％以上，平均500℃导热系数为0.03W/(m·K)，导热系数低，隔热性能极佳。

但是这种材料受制于原材料成本，价格普遍较高，行业应用受阻。市场更需要性价比更高的

产品。

[0003] 公开号为CN104086116A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纳米微孔绝热板材，由20～35％高

岭土、50～65％白炭黑和纳米级SiO2粉、5～15％聚丙烯纤维、3～5％耐火纤维棉和5～10％

粘结剂组成，白炭黑和纳米级SiO2粉的重量比例为1:1；其制备过程通过磨制、混料和等静

压成型制成半成品，并经烘干、切割和包装后制成成品，该成品800℃时的加热线收缩≤

1.9％，加热线收缩小而均匀；而且使用过程中不易氧化、掉渣，热稳定性好；该绝热板中的

纳米微孔结构延长了热量的传导路径，可得到较低的固体传导率，该微孔结构能够提供产

品的绝热性能，其导热率仅为陶瓷纤维的三分之一。但是，此纳米微孔绝热板材包括聚丙烯

纤维，高温环境下，聚丙烯纤维会出现熔化、挥发等现象，熔化挥发的过程中会引起纳米孔

洞的坍塌，导致导热系数的增加；同时高温下会产生刺鼻气味和烟气，危害环境和人体健

康。

[0004] 公开号为CN108298995A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低维SiO2高强度轻质保温材料及

其制备方法，其以粒度为300～500nm的二氧化硅微粉和粒度为100～200nm的二氧化硅为主

要原料，CaO-MgO-SiO2质耐火纤维为增强材料得到低维SiO2高强度轻质保温材料，在该材料

表面设超细无机纤维喷涂胶，再通过低温烧成得到轻量化保温材料。该轻质保温材料以副

产二氧化硅微粉为主要原料，以对人体无害的生物质可溶性纤维为增强材料，在砖坯表面

设置喷涂胶提高了砖坯的强度，降低了成型压力，增加了砖坯内部孔隙率，降低了保温材料

的导热率；低温烧成，提高了制品强度，且不改变保温材料的微孔结构，不增加高温工作时

导热率，防止了保温砖吸潮水化的发生，进一步增加了保温性能。但保温材料需在800～900

℃煅烧0.5～1h，能源消耗大，生产成本较高，且选用的基体材料实际为微米材料，堆积形成

的孔洞较大。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孔洞直径分布均匀、导热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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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且强度较高的纳米复合隔热板及其制备方法。

[000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纳米复合隔热板，由以下原料制备得到；所述原料包括：30～40

重量份粒径为20～30nm的二氧化硅；30～40重量份粒径为400～600nm的二氧化硅；5～10重

量份的膨胀珍珠岩；5～10重量份的红外遮光剂；2～5重量份的无机耐火纤维；5～8重量份

的无机胶黏剂。

[0007] 优选的，所述膨胀珍珠岩的堆积密度为60～80kg/m3。

[0008] 优选的，所述红外遮光剂选自碳化硅、炭黑、硅酸锆与钛白粉中的一种或多种。

[0009] 优选的，所述红外遮光剂的粒径为3～5μm。

[0010] 优选的，所述无机纳米纤维选自玻璃纤维、高硅氧纤维与陶瓷纤维中的一种或多

种。

[0011] 优选的，所述玻璃纤维与高硅氧纤维的纤维直径各自独立地为7～9μm；所述陶瓷

纤维的纤维直径为3～5μm。

[0012] 优选的，所述无机胶黏剂选自硅溶胶或水玻璃。

[0013] 优选的，所述硅溶胶的浓度为30～40wt％；所述水玻璃的浓度为20～30wt％。

[0014]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上述的纳米复合隔热板的制备方法，包括：

[0015] S1)将粒径为20～30nm的二氧化硅、粒径为400～600nm的二氧化硅、膨胀珍珠岩、

红外遮光剂与无机耐火纤维混合搅拌，得到混合物；

[0016] S2)向所述混合物中喷淋无机胶黏剂，喷淋结束后，继续搅拌，压制成型后，得到纳

米复合隔热板。

[0017] 优选的，所述步骤S1)中搅拌的速度为400～600rpm；搅拌的时间为10～15min；所

述步骤S2)中继续搅拌的速度为300～400rpm；继续搅拌的时间为3～5min；所述压制成型的

压力为300～500MPa；压制成型时保压时间为60～90s。

[0018]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纳米复合隔热板，由以下原料制备得到；所述原料包括：30～40

重量份粒径为20～30nm的二氧化硅；30～40重量份粒径为400～600nm的二氧化硅；5～10重

量份的膨胀珍珠岩；5～10重量份的红外遮光剂；2～5重量份的无机耐火纤维；5～8重量份

的无机胶黏剂。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通过引入粒径为400～600nm的二氧化硅和膨胀珍

珠岩，使纳米复合隔热板具有更好地颗粒配级，从而使内部孔洞直径分布更加均匀，有效降

低对流传热，同时引入无机胶黏剂，可保证纳米复合隔热板的常温和烧后强度，其为纯无机

制品，高温下无烟无味，且成本较低。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对本发明实施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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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

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0]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纳米复合隔热板，由以下原料制备得到；所述原料包括：30～40

重量份粒径为20～30nm的二氧化硅；30～40重量份粒径为400～600nm的二氧化硅；5～10重

量份的膨胀珍珠岩；5～10重量份的红外遮光剂；2～5重量份的无机耐火纤维；5～8重量份

的无机胶黏剂。

说　明　书 2/7 页

4

CN 110655379 A

4



[0021] 其中，在本发明提供的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粒径为20～30nm的二氧化硅的含量优

选为30重量份；在本发明提供的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粒径为20～30nm的二氧化硅的含量优

选为35重量份；在本发明提供的另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粒径为20～30nm的二氧化硅的含量

优选为40重量份。

[0022] 在本发明提供的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粒径为400～600nm的二氧化硅的含量优选为

40重量份；在本发明提供的另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粒径为400～600nm的二氧化硅的含量优

选为30重量份。

[0023] 所述粒径为20～30nm的二氧化硅与粒径为400～600nm的二氧化硅的质量比优选

为(3～4)：(4～3)。

[0024] 本发明提供的纳米复合隔热板中添加有膨胀珍珠岩，通过引入粒径为400～600nm

的二氧化硅和膨胀珍珠岩，使纳米复合隔热板具有更好地颗粒配级，从而使内部孔洞直径

分布更加均匀，有效降低对流传热。所述粒径为400～600nm的二氧化硅与膨胀珍珠岩的质

量比有漩涡内(3～8)：1；所述珍珠膨胀岩的堆积密度优选为60～80kg/m3；在本发明提供的

一些实施例中，所述膨胀珍珠岩的含量优选为10重量份；在本发明提供的另一些实施例中，

所述膨胀珍珠岩的含量优选为5重量份。

[0025] 按照本发明，所述红外遮光剂的含量优选为8～10重量份；所述红外遮光剂优选为

碳化硅、炭黑、硅酸锆与钛白粉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红外遮光剂的粒径优选为3～5μm；在

本发明提供的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红外遮光剂的含量优选为8重量份；在本发明提供的另一

些实施例中，所述红外遮光剂的含量优选为10重量份。本发明提供的纳米复合隔热板中加

入红外遮光剂，进一步降低了高温下的辐射传热系数，提高了隔热性能。

[0026] 所述无机耐火纤维优选为玻璃纤维、高硅氧纤维与陶瓷纤维中的一种或多种；所

述玻璃纤维与高硅氧纤维的纤维直径各自独立地优选为7～9μm；所述陶瓷纤维的纤维直径

优选为3～5μm；所述无机耐火纤维的平均长度优选为5～15mm；在本发明提供的一些实施例

中，所述无机耐火纤维的含量优选为2重量份；在本发明提供的另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无机

耐火纤维的含量优选为5重量份。

[0027] 所述无机胶黏剂优选为硅溶胶或水玻璃；所述硅溶胶的浓度优选为30～40wt％；

所述水玻璃的浓度优选为20～30wt％，更优选为30wt％；在本发明提供的一些实施例中，所

述无机胶黏剂的含量优选为8重量份；在本发明提供的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无机胶黏剂的含

量优选为5重量份；在本发明提供的另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无机胶黏剂的含量优选为7重量

份。

[0028] 本发明通过引入粒径为400～600nm的二氧化硅和膨胀珍珠岩，使纳米复合隔热板

具有更好地颗粒配级，从而使内部孔洞直径分布更加均匀，有效降低对流传热，同时引入无

机胶黏剂，可保证纳米复合隔热板的常温和烧后强度，其为纯无机制品，高温下无烟无味，

且成本较低。

[0029]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上述纳米复合隔热板的制备方法，包括：S1)将粒径为20～

30nm的二氧化硅、粒径为400～600nm的二氧化硅、膨胀珍珠岩、红外遮光剂与无机耐火纤维

混合搅拌，得到混合物；S2)向所述混合物中喷淋无机胶黏剂，喷淋结束后，继续搅拌，压制

成型后，得到纳米复合隔热板。

[0030] 其中，本发明对所有原料的来源并没有特殊的限制，为市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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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将粒径为20～30nm的二氧化硅、粒径为400～600nm的二氧化硅、膨胀珍珠岩、红外

遮光剂与无机耐火纤维混合搅拌，得到混合物；所述二氧化硅、膨胀珍珠岩、红外遮光剂及

无机耐火纤维均同上所述，在此不再赘述；所述混合搅拌的速度优选为400～600rpm；所述

混合搅拌的时间优选为10～15min。

[0032] 向所述混合物中喷淋无机胶黏剂；所述无机胶黏剂同上所述，在此不再赘述。

[0033] 喷淋结束后，继续搅拌；所述继续搅拌的转速优选为300～400rpm；所述继续搅拌

的时间优选为3～5min。

[0034] 搅拌结束后，压制成型，得到纳米复合隔热板；所述压制成型优选采用液压机进

行；所述压制成型的压力优选为300～500MPa；所述压制成型的保压时间优选为60～90s。

[0035] 为了进一步说明本发明，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纳米复合隔热板及

其制备方法进行详细描述。

[0036] 以下实施例中所用的试剂均为市售；为便于对比说明，以下实施例及对比例制备

的样品尺寸均为300×300×20mm。

[0037] 实施例1

[0038] 称取30重量份粒径20～30nm的二氧化硅粉末、40重量份粒径400～600nm的二氧化

硅粉末、10重量份膨胀珍珠岩、10重量份红外遮光剂和2重量份无机耐火纤维加入搅拌机

中，其中膨胀珍珠岩的堆积密度为60kg/m3，红外遮光剂为粒径3μm的碳化硅，无机耐火纤维

为直径4μm，平均长度15mm的陶瓷纤维。开启搅拌机，搅拌速度为400rpm，搅拌时间15min。待

物料搅拌均匀后，停止搅拌，然后向搅拌机中喷淋8重量份浓度为30％的硅溶胶，喷淋完成

后，开启搅拌机，搅拌速度300rpm，搅拌时间5min。搅拌完成后，将物料输送至成型模具内，

使用液压机压制成型，液压机压力为300MPa，保压时间为90s，得到纳米复合隔热板。

[0039] 实施例2

[0040] 称取40重量份粒径20～30nm的二氧化硅粉末、30重量份粒径400～600nm的二氧化

硅粉末、10重量份膨胀珍珠岩、10重量份红外遮光剂和5重量份无机耐火纤维加入搅拌机

中，其中膨胀珍珠岩的堆积密度为70kg/m3，红外遮光剂为粒径4μm的钛白粉，无机耐火纤维

为直径7μm，平均长度8mm的无碱玻璃纤维。开启搅拌机，搅拌速度为500rpm，搅拌时间

12min。待物料搅拌均匀后，停止搅拌，然后向搅拌机中喷淋5重量份浓度40％的硅溶胶，喷

淋完成后，开启搅拌机，搅拌速度350rpm，搅拌时间4min。搅拌完成后，将物料输送至成型模

具内，使用液压机压制成型，液压机压力为400MPa，保压时间为70s，得到纳米复合隔热板。

[0041] 实施例3

[0042] 称取35重量份粒径20～30nm的二氧化硅粉末、40重量份粒径400～600nm的二氧化

硅粉末、5重量份膨胀珍珠岩、8重量份红外遮光剂和5重量份无机耐火纤维加入搅拌机中，

其中膨胀珍珠岩的堆积密度为80kg/m3，红外遮光剂为粒径5μm的炭黑，无机耐火纤维为直

径9μm，平均长度5mm的高硅氧纤维。开启搅拌机，搅拌速度为600rpm，搅拌时间10min。待物

料搅拌均匀后，停止搅拌，然后向搅拌机中喷淋7重量份浓度30％的水玻璃，喷淋完成后，开

启搅拌机，搅拌速度400rpm，搅拌时间3min。搅拌完成后，将物料输送至成型模具内，使用液

压机压制成型，液压机压力为500MPa，保压时间为60s，得到纳米复合隔热板。

[0043] 对比例1

[0044] 纳米微孔绝热板，按重量百分比，由24％的高岭土、55％的白炭黑和纳米级Si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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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10％的聚丙烯纤维、4％的耐火纤维棉(直径4μm，平均长度15mm)和7％的粘接剂组成，其

中，高岭土的细度为320目筛余≤5％，白炭黑和纳米级SiO2粉的重量比例为1:1，所述高岭

土的化学组成为：Al2O3≥42％，Fe2O3≤0.8％，TiO2≤1.0％，R2O≤1.0％。

[0045] 纳米微孔绝热板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6] 1.1按照上述配比称取各原料，备用；

[0047] 1 .2将1.1中称取的高岭土、聚丙烯纤维和白炭黑混合后，再依次加入步骤一称取

的耐火纤维棉和纳米级SiO2粉，混合均匀，备用；

[0048] 1.3将1.2中的混合物料投入研磨机中研磨2h，然后将研磨物料和步骤一称取的粘

接剂加入到混炼机中进行混炼15min；

[0049] 1 .4将混炼后的物料装入弹性模具中，将封闭后的弹性模具置于内压力为230MPa

的容器中加压3min，在弹性模具中制得所需的板体，将成型后的板体送入窑头温度为15℃、

窑尾温度为85℃的窑炉中匀速烘干48h；

[0050] 1.5将烘干后的板体用平板机运载切割，通过封装机包装后裁边、拣选入库。

[0051] 对比例2

[0052] 一种低维SiO2高强度轻质保温材料，所述的低维SiO2高强度轻质保温材料由以下

重量百分含量的原料制备而成：

[0053] 粒度为300～500nm的二氧化硅微粉：45％；

[0054] 粒度为100～200nm的二氧化硅微粉：30％；

[0055] CaO-MgO-SiO2质耐火纤维：25％；

[0056] 其中，所述的粒度为300～500nm的二氧化硅微粉及粒度为100～200nm的二氧化硅

微粉中均包含有以下成分：SiO2≥98.5％，C≤0.8％，Al2O3≤0.13％，MgO≤0.16％，CaO≤

0.07％，Fe2O3≤0.01％，K2O≤0.33％；且均为非晶态球形；

[0057] 其中，所述CaO-MgO-SiO2质耐火纤维的长度为3～5mm，直径4μm；其中CaO的含量为

35.0％，MgO的含量为8.0％，SiO2的含量为57.0％。

[0058] 上述的低维SiO2高强度轻质保温材料的制备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9] 2.1准备所需原料：粒度为300～500nm的二氧化硅微粉45％，粒度为100～200nm的

二氧化硅微粉30％，CaO-MgO-SiO2质耐火纤维25％，超细无机纤维喷涂胶；

[0060] 2.2将2.1中准备的原料：粒度为300～500nm的二氧化硅微粉，粒度为100～200nm

的二氧化硅微粉，CaO-MgO-SiO2质耐火纤维，按照要求的重量百分比加入到卧式搅拌机中

进行混合，搅拌机转速15000转/分钟，混合均匀后得到混合干料；

[0061] 2.3将2.2中得到的混合干料加入四柱液压机的模具中，在压力为3.5MPa的条件下

将混合干料压制成为成型砖坯；压制完成后，液压机自动脱模取出成型砖坯，然后在砖坯的

表面均匀喷涂步骤(1)准备好的超细无机纤维喷涂胶，喷涂的厚度为0.5mm，喷涂完成后得

到表面设有超细无机纤维喷涂胶的成型砖坯；

[0062] 2.4将2.3中所述表面设有超细无机纤维喷涂胶的成型砖坯放置在干燥窑中在110

±5℃条件下干燥6h；干燥完成后，送入低温隧道窑中在800～900℃条件下保温0.8h，保温

完成后、喷涂胶层自然烧失，随窑冷却至室温，即得到本发明所述的低维SiO2高强度轻质保

温材料。

[0063] 对比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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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称取70重量份粒径400～600nm的二氧化硅粉末、10重量份膨胀珍珠岩、10重量份

红外遮光剂和2重量份无机耐火纤维加入搅拌机中，其中膨胀珍珠岩的堆积密度为60kg/

m3，红外遮光剂为粒径3μm的碳化硅，无机耐火纤维为直径4μm，平均长度15mm的陶瓷纤维。

开启搅拌机，搅拌速度为400rpm，搅拌时间15min。待物料搅拌均匀后，停止搅拌，然后向搅

拌机中喷淋8重量份浓度为30％的硅溶胶，喷淋完成后，开启搅拌机，搅拌速度300rpm，搅拌

时间5min。搅拌完成后，将物料输送至成型模具内，使用液压机压制成型，液压机压力为

300MPa，保压时间为90s，得到纳米复合隔热板。

[0065] 对比例4

[0066] 称取40重量份粒径20～30nm的二氧化硅粉末、40重量份粒径400～600nm的二氧化

硅粉末、10重量份红外遮光剂和5重量份无机耐火纤维加入搅拌机中，其中红外遮光剂为粒

径4μm的钛白粉，无机耐火纤维为直径7μm，平均长度8mm的无碱玻璃纤维。开启搅拌机，搅拌

速度为500rpm，搅拌时间12min。待物料搅拌均匀后，停止搅拌，然后向搅拌机中喷淋5重量

份浓度40％的硅溶胶，喷淋完成后，开启搅拌机，搅拌速度350rpm，搅拌时间4min。搅拌完成

后，将物料输送至成型模具内，使用液压机压制成型，液压机压力为400MPa，保压时间为

70s，得到纳米复合隔热板。

[0067] 对比例5

[0068] 称取75重量份粒径20～30nm的二氧化硅粉末、5重量份膨胀珍珠岩、8重量份红外

遮光剂和5重量份无机耐火纤维加入搅拌机中，其中膨胀珍珠岩的堆积密度为80kg/m3，红

外遮光剂为粒径5μm的炭黑，无机耐火纤维为直径9μm，平均长度5mm的高硅氧纤维。开启搅

拌机，搅拌速度为600rpm，搅拌时间10min。待物料搅拌均匀后，停止搅拌，然后向搅拌机中

喷淋7重量份浓度30％的水玻璃，喷淋完成后，开启搅拌机，搅拌速度400rpm，搅拌时间

3min。搅拌完成后，将物料输送至成型模具内，使用液压机压制成型，液压机压力为500MPa，

保压时间为60s，得到纳米复合隔热板。

[0069] 将本发明实施例1～3制备得到的纳米复合隔热板依次编号为A、B、C，将对比例1、

2、3、4和5制备的样品编号为D、E、F、G、H。分别测试样品的体积密度、耐压强度和平均500℃

导热系数，得到检测结果如表1所示。

[0070] 表1性能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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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0072] 由表1可知，本发明所述的纳米复合隔热板(A、B、C)容重小，导热系数不超过

0.036W/(m·K)，绝热效果优异。对比例1制备的样品D在相同检测条件下，容重高，导热系数

大，绝热性能差；对比例2制备的样品E在相同检测条件下，容重高，成本高，导热系数大，绝

热性能同样较差。对比例3制备的样品F相比于实施例1制备的样品A，因为粒径20～30nm的

二氧化硅粉末的缺失，样品耐压强度低、导热系数高；对比例4制备的样品G相比于实施例2

制备的样品B，因为膨胀珍珠岩的缺失，样品耐压强度降低明显；对比例5制备的样品H相比

于实施例3制备的样品C，因为粒径400～600nm的二氧化硅粉末的缺失，样品生产成本提高

近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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