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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可净化空气的纸面石膏

板，所述纸面石膏板包括负离子粉，并且以制备

纸面石膏板的脱硫石膏的重量为100份计，所述

负离子粉的添加量为1‑5重量份，其中，所述负离

子粉在制备所述纸面石膏板的料浆的出口处加

入到料浆中和配制成负离子粉水溶液后喷涂到

所述纸面石膏板的上、下护面纸的内表面上。本

申请的纸面石膏板能够向空气中释放负离子，具

有良好、持久的净化空气的能力，而且纸面石膏

板表面具有立体的塑形和一定形状的压花孔，美

观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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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净化空气的纸面石膏板，所述纸面石膏板包括负离子粉，并且以制备纸面石

膏板的脱硫石膏的重量为100份计，所述负离子粉的添加量为1-5重量份；

其中，将所述负离子粉加入到所述纸面石膏板中的方式为：将第一份负离子粉在制备

所述纸面石膏板的料浆的出口处加入到料浆中，将第二份负离子粉配制成负离子粉水溶液

后喷涂到所述纸面石膏板的下护面纸的内表面上，将第三份负离子粉配制成负离子粉水溶

液后喷涂到所述纸面石膏板的上护面纸的内表面上，和将第四份负  离子粉与制备高强石

膏基砂浆的原料混合后得到高强石膏基砂浆并使用所述高强石膏基砂浆在料浆上表面按

照期望的形状做塑形；

所述第一份负离子粉、第二份负离子粉、第三份负离子粉的重量比为(1-2):(0 .1-

1.5):(0.1-1.5)，所述第四份负离子粉与所述第一份负离子粉的重量比为2: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净化空气的纸面石膏板，其中，所述第一份负离子粉、第二

份负离子粉、第三份负离子粉的重量比为2:1:1。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可净化空气的纸面石膏板，其中，所述第二份负离子粉配

制成的负离子粉水溶液的浓度为0.1-20重量％，所述第三份负离子粉配制成的负离子粉水

溶液的浓度为0.1-20重量％。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可净化空气的纸面石膏板，其中所述高强石膏基砂浆包括

60-80重量份高强石膏、10-30重量份硅藻土、5-10重量份硅酸盐水泥、5-10重量份沸石、0-

10重量份氧化亚铜粉末、2-5重量份第四份负离子粉、0.1-0.6重量份减水剂、0.02-0.1重量

份缓凝剂、0.01-0.2重量份纤维素醚。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可净化空气的纸面石膏板，其中，所述高强石膏为α高强石膏。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可净化空气的纸面石膏板，其中，所述纸面石膏板还包括

100重量份脱硫石膏、0.3-0.9重量份淀粉、0.03-0.09重量份发泡剂和一定量的水，所述水

的用量为石膏料浆标准稠度用水量。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可净化空气的纸面石膏板，其中，所述负离子粉的粒度为

70-200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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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净化空气的纸面石膏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但不限于纸面石膏板的生产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但不限于一种利用负

离子粉和脱硫石膏生产的可净化空气的纸面石膏板。

背景技术

[0002] 纸面石膏板是一种新型建筑材料，具有重量轻、加工方便、隔热隔音、防火性能和

呼吸性能优良等诸多性能，已广泛应用于各种场合。纸面石膏板属于一种多孔性的产品，本

身具有一定的净化空气的作用，但是效果不够理想。尤其是目前整体空气环境堪忧，那么制

备一种可以净化室内空气的纸面石膏板便可以极大地改善人居环境，这是十分有意义的。

发明内容

[0003] 以下是对本文详细描述的主题的概述。本概述并非是为了限制权利要求的保护范

围。

[0004]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具有良好的净化空气的能力的纸面石膏板。

[0005] 具体地，本申请提供了一种可净化空气的纸面石膏板，所述纸面石膏板包括负离

子粉，并且以制备纸面石膏板的脱硫石膏的重量为100份计，所述负离子粉的添加量为1-5

重量份。

[0006] 在本申请的实施方式中，所述负离子粉可以为本领域常用的负离子粉或者采用现

有方法制备得到。

[0007] 在本申请的实施方式中，将所述负离子粉加入到所述纸面石膏板中的方式可以包

括：在制备所述纸面石膏板的料浆的出口处将所述负离子粉加入到料浆中。

[0008] 在本申请的实施方式中，将所述负离子粉加入到所述纸面石膏板中的方式可以

为：将第一份负离子粉在制备所述纸面石膏板的料浆的出口处加入到料浆中，将第二份负

离子粉配制成负离子粉水溶液后喷涂到所述纸面石膏板的下护面纸的内表面上，和将第三

份负离子粉配制成负离子粉水溶液后喷涂到所述纸面石膏板的上护面纸的内表面上。

[0009] 在本申请中，护面纸的内表面指护面纸的与料浆接触的一面。

[0010] 在本申请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份负离子粉、第二份负离子粉、第三份负离子粉

的重量比可以为(1-2):(0.1-1.5):(0.1-1.5)。

[0011] 可选地，所述第一份负离子粉、第二份负离子粉、第三份负离子粉的重量比为2:1:

1。

[0012] 在本申请的实施方式中，第二份负离子粉配制成的负离子粉水溶液的浓度可以为

0.1-20重量％，第三份负离子粉配制成的负离子粉水溶液的浓度可以为0.1-20重量％。

[0013] 在本申请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纸面石膏板表面可以具有由高强石膏基砂浆形成的

塑形，所述高强石膏基砂浆包括60-80重量份高强石膏、10-30重量份硅藻土、5-10重量份硅

酸盐水泥、5-10重量份沸石、0-10重量份氧化亚铜粉末、2-5重量份第四份负离子粉、0.1-

0.6重量份减水剂、0.02-0.1重量份缓凝剂、0.01-0.2重量份纤维素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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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可选地，所述高强石膏为α高强石膏。

[0015] 在本申请的实施方式中，所述高强石膏基砂浆中的第四份负离子粉与加入到料浆

中的第一份负离子粉的重量比可以为2:1。

[0016] 在本申请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纸面石膏板还可以包括100重量份脱硫石膏、0.3-

0.9重量份淀粉、0.03-0.09重量份发泡剂和一定量的水，所述水的用量为石膏料浆标准稠

度用水量。

[0017] 在本申请的实施方式中，所述负离子粉的粒度可以为70-200目。

[0018] 在本申请的实施方式中，可以通过下述方法制备所述可净化空气的纸面石膏板：

[0019] 将脱硫石膏、淀粉和发泡剂混合；

[0020] 加入水，混合均匀，形成料浆；

[0021] 在所述料浆的出口处加入第一份负离子粉；

[0022] 将第二份负离子粉配制成负离子粉水溶液，喷涂到下护面纸的内表面上；

[0023] 将所述料浆平铺在喷涂有负离子粉水溶液的下护面纸上；

[0024] 使用高强石膏基砂浆在料浆上表面按照期望的形状做塑形；按照塑形的形状裁剪

上护面纸；将第三份负离子粉配制成负离子粉水溶液，喷涂到上护面纸的内表面上，将喷涂

有负离子粉水溶液的上护面纸附在没有塑形的料浆表面，使塑形外露；

[0025] 或者，按照期望的塑形形状裁剪上护面纸；将第三份负离子粉配制成负离子粉水

溶液，喷涂到上护面纸的内表面上；将喷涂有负离子粉水溶液的上护面纸附在料浆表面；在

没有附上护面纸的料浆上做塑形；

[0026] 成型、干燥。

[0027] 可选地，使用高强石膏基砂浆做塑形前，制备所述可净化空气的纸面石膏板方法

还包括：

[0028] 将高强石膏、硅藻土、硅酸盐水泥、沸石、氧化亚铜粉末、第四份负离子粉、减水剂、

缓凝剂和纤维素醚混合均匀，得到所述高强石膏基砂浆；

[0029] 将所述高强石膏基砂浆与拌合水按照(2-4):1的重量比混合，搅拌均匀。

[0030] 可选地，所述干燥包括：在温度160～200℃下，干燥20～40min；将温度降至80～

120℃，继续干燥至所述纸面石膏板的含水率为5～15％；在0.01-0.08  MPa的压力、40～60

℃的温度下，将所述纸面石膏板干燥至恒重。

[0031] 可选地，在干燥之后，制备所述可净化空气的纸面石膏板方法还包括：用压花辊在

所述纸面石膏板表面进行压花。

[0032] 本申请获得了下述有益技术效果：

[0033] (1)本申请将空气净化材料加入到纸面石膏板中，赋予了纸面石膏板净化空气的

能力，而且空气净化材料的加入没有给纸面石膏板的其他性能(例如强度、保温性能等)带

来不良影响；同时，采用的空气净化材料——负离子粉具有持久的净化空气能力，提高了石

膏板的净化空气的效果。

[0034] (2)采用不同的方式添加负离子粉，使负离子粉能均匀地分布在纸面石膏板的护

面纸和板芯中，明显提高了纸面石膏板的净化空气的能力。

[0035] (3)高强石膏基砂浆形成的塑形直接一体成型在石膏料浆表面，而无需另外的粘

结材料，实现了塑形与石膏料浆的无缝连接，使得塑形能够更好地结合在纸面石膏板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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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塑形的存在不会影响纸面石膏板板芯中的负离子粉释放负离子。

[0036] (4)可利用压花辊在纸面石膏板表面进行压花，压花孔可以提高纸面石膏板的透

气性和净化空气的能力。

[0037] (5)纸面石膏板表面可具有立体的塑形和一定形状的压花孔，美观大方，可以直接

用于内墙装饰板材，无须后续加工处理，使用方便。

[0038] 本申请的其它特征和优点将在随后的说明书中阐述，并且，部分地从说明书中变

得显而易见，或者通过实施本申请而了解。本申请的目的和其他优点可通过在说明书、权利

要求书中所特别指出的结构来实现和获得。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为使本申请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下文中将对本申请的实施例

进行详细说明。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

以相互任意组合。

[0040] 以下实施例中所使用的原料，如无特别说明，均为普通市售产品。

[0041] 实施例1

[0042] 1、称量100kg脱硫石膏、60kg水、3kg负离子粉、0.6kg淀粉和0.06kg 发泡剂；

[0043] 2、将负离子粉按照2:1:1:4的重量比分为四份，第一份负离子粉为0.75kg，第二份

负离子粉为0.375kg，第三份负离子粉为0.375kg，第四份负离子粉为  1.5kg；将第二份负离

子粉和第三份负离子粉分别加水配制成浓度为7.5重量％的负离子粉水溶液；

[0044] 3、将脱硫石膏、淀粉、发泡剂和水加入混料机，混合均匀；

[0045] 4、在混料机的料浆出口处加入第一份负离子粉；

[0046] 5、将第二份负离子粉配制成的负离子粉水溶液喷涂到下护面纸的内表面上；

[0047] 6、在石膏料浆终凝前将上护面纸的需要做塑形的部分裁剪掉，将第三份负离子粉

配制成的负离子粉水溶液喷涂到上护面纸的内表面上；

[0048] 7、将含有第一份负离子粉的料浆泵到下护面纸上平铺；

[0049] 8、将喷涂有负离子粉水溶液的上护面纸附在料浆上；

[0050] 9、称量6kg高强石膏、1.5kg硅藻土、1kg硅酸盐水泥、0.5kg沸石、0.02kg  减水剂、

0.002kg缓凝剂、0.005kg纤维素醚，与第四份负离子粉混合均匀，加入适量拌合水(拌合水

的用量为砂浆的标准稠度用水量)，得到塑形砂浆；

[0051] 10、在石膏料浆终凝前，使用塑形砂浆在未附上护面纸的料浆上做出期望的塑形；

[0052] 11、成型；

[0053] 12、将成型后得到的纸面石膏板输送至干燥窑，在温度160～200℃下，干燥20～

40min；将温度降至80～120℃，继续干燥至该纸面石膏板的含水率为  5～15％；将干燥窑持

续抽压，窑内压力持续为0.02Mpa，将温度降至40～60℃，持续干燥该纸面石膏板至恒重；

[0054] 13、将该纸面石膏板送至表面处理室，在用针状压辊在纸面石膏板表面做出多个

孔洞。

[0055] 实施例2

[0056]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仅在于：用水量为70kg，将3kg负离子粉全部在混

料机的料浆出口处加入，不在上下护面纸的内表面喷涂负离子粉水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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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实施例3

[0058]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将3kg负离子粉按照3:1:1的重量比分为

三份，第一份负离子粉为1.8kg，在料浆的出口处加入；第二、三份负离子粉均为0.6kg，加水

配制成浓度为12重量％的负离子粉水溶液后，分别喷涂到上护面纸和下护面纸的内表面

上。上护面纸不做裁剪，上护面纸上也不做塑形。

[0059] 实施例4

[0060]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仅在于：用水量为70kg，将3kg负离子粉全部与脱

硫石膏、淀粉等其他原料一起在混料机中混合后制成料浆，制备纸面石膏板。

[0061] 测试例

[0062] 依据国家标准JC/T1016-2006《材料负离子发生量的测试方法》测试普通市售不添

加负离子粉的纸面石膏板和实施例14制备的添加负离子粉的纸面石膏板的负离子释放能

力。测试结果请见表1。

[0063] 表1

[0064] 名称 普通石膏板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实施例4 

负离子释放个数(个/cm3)   743 5576 4218 4745 3709 

[0065] 从表1可以看出，在添加负离子粉后，实施例1-4制备的纸面石膏板的负离子释放

能力明显增强；特别是实施例1将负离子粉按照特定比例采用不同的添加方式添加到纸面

石膏板中，使得制备的纸面石膏板的负离子释放能力明显较好，能够使室内的空气清新程

度达到特级(负离子浓度＞5000个/cm3)，空气质量明显优于实施例2-3的一级(负离子浓度

＞2000个/cm3)空气清新程度，说明负离子粉在实施例1制备的纸面石膏板中的分布更加合

理。

[0066] 虽然本申请所揭露的实施方式如上，但所述的内容仅为便于理解本申请而采用的

实施方式，并非用以限定本申请。任何本申请所属领域内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申请所揭

露的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可以在实施的形式及细节上进行任何的修改与变化，但本申请

的专利保护范围，仍须以所附的权利要求书所界定的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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