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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机喷轻质底层抹灰石膏，

所述机喷轻质底层抹灰石膏包括：以预处理的磷

石膏为100份计，固化剂1.5-5份，缓凝剂2-5份，

保水剂10-25份，玻化微珠20-40份，预糊化淀粉

0.1-0.5份，水400-600份以及任选地，促进剂。本

申请还提供所述机喷轻质底层抹灰石膏的制备

方法。制备出的机喷轻质底层抹灰石膏的各项力

学性能均满足要求，解决了普通抹灰石膏无法机

械化施工的难题；机械化抹灰代替人工抹灰，可

以大大提高施工效率，缩短工期；施工工序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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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机喷轻质底层抹灰石膏，所述机喷轻质底层抹灰石膏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各组

分：

以预处理的磷石膏为100份计，

以及任选地，促进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喷轻质底层抹灰石膏，其中，所述固化剂选自氟硅酸盐类固

化剂和胺类固化剂中的任意一种或更多种，

所述氟硅酸盐类固化剂选自氟硅酸镁、氟硅酸锌、氟硅酸钙和氟硅酸钠中的任意一种

或更多种，

所述胺类固化剂选自4，4’-二氨基二苯基甲烷、三乙烯四胺、二乙烯三胺、N-羟甲基丙

烯酰胺、聚丙稀苯胺、问苯二胺和四乙基溴化胺中的任意一种或更多种。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机喷轻质底层抹灰石膏，其中，当所述固化剂为胺类固化剂

时，所述抹灰石膏还包括促进剂，

所述促进剂选自水杨酸、甲醛、苯甲醛、甲醇、乙醇、正丙醇、叔丁醇、异丁醇和环己醇中

的任意一种或更多种。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机喷轻质底层抹灰石膏，其中，所述胺类固化剂与所述促进剂

的重量比为1∶0.5-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喷轻质底层抹灰石膏，其中，所述缓凝剂选自柠檬酸、柠檬

酸钠、六偏磷酸钠、硼砂和蛋白质类缓凝剂中的任意一种或更多种，

所述保水剂选自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羧甲基羟乙基纤维素、羟丙基纤维素、聚丙烯酰

胺、聚丙烯酸钠、聚丙烯酸钾和聚丙烯酸铵中的任意一种或更多种，

所述预糊化淀粉选自木薯淀粉、马铃薯淀粉和玉米淀粉的预糊化淀粉中的任意一种或

更多种。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机喷轻质底层抹灰石膏，其中，所述蛋白质类缓凝剂选自骨胶

蛋白质缓凝剂和降解聚酰胺经钙盐化而成的蛋白质类石膏缓凝剂中的任意一种或更多种，

所述保水剂为粘度等级为40000Pa.s-200000Pa.s的缓溶性羟丙基甲基纤维素，

所述预糊化淀粉的粘度300mpa.s-1000mpa.s，细度为50目-100目。

7.权利要求1-6中任一项所述的机喷轻质底层抹灰石膏的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包

括：

磷石膏的预处理：将磷石膏的pH调至中性或弱碱性，煅烧，陈化，粉磨，得到处理后的磷

石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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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预处理后的磷石膏、固化剂、缓凝剂、保水剂、预糊化淀粉以及任选地促进剂混合均

匀，得到抹灰石膏粉；

在施工现场将所述抹灰石膏粉与水混合均匀，得到所述机喷轻质底层抹灰石膏。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备方法，其中，用生石灰粉将所述磷石膏的pH调至6.8-8，

所述生石灰粉的重量为所述磷石膏的重量的0.2％-1.0％。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备方法，其中，所述煅烧的温度为150℃-200℃，所述煅烧的

时间为1.5-4小时。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备方法，其中，所述陈化的时间为24-72小时。

11.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抹灰石膏，其中，所述粉磨为粉磨至磷石膏通过50目-200目

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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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机喷轻质底层抹灰石膏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但不限于建筑材料领域，特别涉及但不限于一种机喷轻质底层抹灰石

膏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抹灰石膏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型找平材料，其主要是以石膏为主要胶凝材料，

加入掺合料、外加剂等制成的抹灰材料，广泛应用于内墙及顶板的找平及装饰。在建筑工程

中，抹灰石膏具有良好的和易性、流动性、保水性、保温隔热性能和适当的防火性能。采用抹

灰石膏涂抹后的墙面致密平整，且能够调节室内湿度。因此，抹灰石膏是一种材料性能、施

工性能和使用功能均良好的墙体抹灰找平材料，广泛应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

[0003] 近年来，机喷轻质底层抹灰石膏作为抹灰石膏的一个新品种，主要用于墙面找平

层，同时对外墙内侧、分户墙及顶棚具有补充节能的作用，现已成为建筑内墙抹灰材料发展

的新亮点。

[0004] 在制备抹灰石膏时，目前以天然石膏和脱硫石膏为石膏来源的较多，采用磷石膏

的较少。磷石膏是湿法制取磷酸过程的工业副产品，每生产1吨磷酸约产生5吨的磷石膏，目

前我国磷石膏累计堆存量已超3亿吨。特别地，自2018年起，国家将向排污企业征收25元/吨

的固废环境保护税，因此磷石膏这种再生石膏资源的利用刻不容缓。

发明内容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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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6]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利用磷石膏制备的机喷轻质底层抹灰石膏及其制备方法，为利

用磷石膏替代建筑石膏生产机喷轻质底层抹灰石膏开辟了新途径，成功实现了磷石膏的资

源化利用。制备的机喷轻质底层抹灰石膏的各项力学性能均满足要求，解决了普通抹灰石

膏无法机械化施工的难题；机械化抹灰代替人工抹灰，可以大大提高施工效率，缩短工期；

施工工序简单。

[0007] 具体地，本申请提供了一种机喷轻质底层抹灰石膏，所述机喷轻质底层抹灰石膏

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各组分：

[0008] 以预处理的磷石膏为100份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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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0010] 以及任选地，促进剂。

[001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磷石膏可以为经过以下方法预处理得到的磷石膏：将磷

石膏的pH调至中性或弱碱性，煅烧时间，陈化，粉磨。

[0012]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以用生石灰粉将磷石膏的pH调至6.8-8。生石灰粉CaO与磷

石膏中的可溶性P2O5、F-发生反应生成惰性物质，可消除可溶性磷和氟的危害。

[001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生石灰粉的使用量可以为所述磷石膏的重量的0.2％-1.0％。

[001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煅烧的温度可以为150℃-200℃，时间可以为1.5-4小时。

[001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陈化的时间可以为24-72小时。

[0016]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粉磨可以为粉磨至磷石膏能够通过50目-200目筛。

[001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以用生石灰粉将磷石膏的pH调至6.8-8，生石灰粉的使用量

可以为所述磷石膏的重量的0.2％-1.0％，所述煅烧的温度可以为150℃-200℃，时间可以

为1.5-4小时，所述陈化的时间可以为24-72小时，所述粉磨可以为粉磨至磷石膏能够通过

50目-200目筛。

[001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固化剂可以选自氟硅酸盐类固化剂和胺类固化剂中的任

意一种或更多种。

[001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氟硅酸盐类固化剂可以选自氟硅酸镁、氟硅酸锌、氟硅酸

钙和氟硅酸钠中的任意一种或更多种。

[0020]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胺类固化剂可以选自4，4’-二氨基二苯基甲烷、三乙烯四

胺、二乙烯三胺、N-羟甲基丙烯酰胺、聚丙稀苯胺、间苯二胺和四乙基溴化胺中的任意一种

或更多种。

[0021] 当所述固化剂为胺类固化剂时，所述抹灰石膏还包括促进剂。在一些实施方式中，

所述促进剂可以选自水杨酸、甲醛、苯甲醛、甲醇、乙醇、正丙醇、叔丁醇、异丁醇和环己醇中

的任意一种或更多种。

[0022]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胺类固化剂与所述促进剂的重量比可以为1∶0.5-1。

[002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缓凝剂可以选自柠檬酸、柠檬酸钠、六偏磷酸钠、硼砂和

蛋白质类缓凝剂中的任意一种或更多种。

[002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蛋白质类缓凝剂可以选自骨胶蛋白质缓凝剂和降解聚酰

胺经钙盐化而成的蛋白质类石膏缓凝剂中的任意一种或更多种。

[002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保水剂可以选自羟丙基甲基纤维素(hydroxypropyl 

methylcellulose，HPMC)、羧甲基羟乙基纤维素、羟丙基纤维素、聚丙烯酰胺、聚丙烯酸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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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丙烯酸钾和聚丙烯酸铵中的任意一种或更多种。

[0026]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保水剂可以为粘度等级为40000Pa.s-200000Pa.s的缓溶

性羟丙基甲基纤维素。

[002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保水剂可以为粘度等级为60000Pa.s-100000Pa.s的缓溶

性羟丙基甲基纤维素。

[002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玻化微珠容重范围可以为100kg/m3-130kg/m3。玻化微珠

作为轻质骨料，可提高抹灰石膏的和易流动性和自抗强度，减少干燥收缩率，提高综合性

能，降低综合生产成本。

[002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预糊化淀粉可以选自木薯淀粉、马铃薯淀粉和玉米淀粉

的预糊化淀粉中的任意一种或更多种。

[0030]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预糊化淀粉的粘度可以为300mpa .s-1000mpa .s，细度可

以为50目-100目。本申请利用预处理磷石膏制备抹灰石膏的配方中使用了预糊化淀粉，抹

灰石膏粘接性更强，与墙面底层、表层的衔接过渡更好，墙面整体性好。

[0031] 本申请还提供了一种机喷轻质底层抹灰石膏的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32] 将处理的磷石膏、固化剂、任选地促进剂、缓凝剂、保水剂、玻化微珠和预糊化淀粉

混合均匀，得到抹灰石膏粉；

[0033] 在施工现场将所述抹灰石膏粉与水混合均匀，得到所述机喷轻质底层抹灰石膏。

[0034] 在制备方法的实施方式中，可以用生石灰粉将磷石膏的pH调至6.8-8。

[0035] 在制备方法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煅烧的温度可以为150℃-200℃，时间可以为1.5-

4小时。

[0036] 在制备方法的实施方式中，所述陈化的时间可以为24-72小时。

[0037] 在制备方法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粉磨可以为粉磨至磷石膏能够通过80目筛。

[0038] 在制备方法的实施方式中，可以用生石灰粉将磷石膏的pH调至6.8-8，所述煅烧的

温度可以为150℃-200℃，时间可以为1.5-4小时，所述陈化的时间可以为24-72小时，所述

粉磨可以为粉磨至磷石膏能够通过50目-200目筛。

[0039] 在制备方法的实施方式中，所述固化剂可以选自氟硅酸盐类固化剂和胺类固化剂

中的任意一种或更多种。

[0040] 在制备方法的实施方式中，所述氟硅酸盐类固化剂可以选自氟硅酸镁、氟硅酸锌、

氟硅酸钙和氟硅酸钠中的任意一种或更多种。

[0041] 在制备方法的实施方式中，所述胺类固化剂可以选自4，4’-二氨基二苯基甲烷、三

乙烯四胺、二乙烯三胺、N-羟甲基丙烯酰胺、聚丙稀苯胺、间苯二胺和四乙基溴化胺中的任

意一种或更多种。

[0042] 当所述固化剂为胺类固化剂时，所述抹灰石膏还包括促进剂。在一些实施方式中，

所述促进剂可以选自水杨酸、甲醛、苯甲醛、甲醇、乙醇、正丙醇、叔丁醇、异丁醇和环己醇中

的任意一种或更多种。

[0043] 在制备方法的实施方式中，所述胺类固化剂与所述促进剂的重量比可以为1∶0.5-

1。

[0044] 在制备方法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缓凝剂可以选自柠檬酸、柠檬酸钠、六偏磷酸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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硼砂和蛋白质类缓凝剂中的任意一种或更多种。

[0045] 在制备方法的实施方式中，所述蛋白质类缓凝剂可以选自骨胶蛋白质缓凝剂和降

解聚酰胺经钙盐化而成的蛋白质类石膏缓凝剂中的任意一种或更多种。

[0046] 在制备方法的实施方式中，所述保水剂可以选自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羧甲基羟乙

基纤维素、羟丙基纤维素、聚丙烯酰胺、聚丙烯酸钠、聚丙烯酸钾和聚丙烯酸铵中的任意一

种或更多种。

[0047] 在制备方法的实施方式中，所述保水剂可以为粘度等级为40000Pa.s-200000Pa.s

的缓溶性羟丙基甲基纤维素。

[0048] 在制备方法的实施方式中，所述保水剂可以为粘度等级为60000Pa.s-100000Pa.s

的缓溶性羟丙基甲基纤维素。

[0049] 在制备方法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玻化微珠的容重范围可以为100kg/m3-130kg/m3。

[0050] 在制备方法的实施方式中，所述预糊化淀粉可以选自木薯淀粉、马铃薯淀粉和玉

米淀粉的预糊化淀粉中的任意一种或更多种。

[0051] 在制备方法的实施方式中，所述预糊化淀粉的粘度可以为300mpa .s-1000mpa .s，

细度可以50为目-100目。

[0052] 本申请采用磷石膏制备抹灰石膏，实现了固体废弃物——磷石膏的再利用。由于

磷石膏中的有害杂质较多，通过对磷石膏进行中和、煅烧以及陈化，除去磷石膏中的部分有

害杂质，然后加入固化剂，固化剂作用于磷石膏后能有效阻止杂质离子对石膏颗粒间双电

层结构的破坏和损伤，限制杂质离子的交换活动。固化剂产生的化学力能封闭杂质离子的

扩散路径，使石膏颗粒凝聚力增强，在磷石膏遇水凝结硬化的过程中胶结固化，不再渗透扩

散出磷石膏外，使得磷石膏能够达到建筑石膏的国家标准，能够代替传统的天然石膏与脱

硫石膏去生产抹灰石膏。同时，制备的机喷轻质底层抹灰石膏的各项力学性能均满足要求，

解决了普通抹灰石膏无法机械化施工的难题；机械化抹灰代替人工抹灰，可以大大提高施

工效率，缩短工期；施工工序简单。

[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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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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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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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5] 以下实施例中所使用的原料均为普通市售产品。

[0056] 实施例1

[0057] 步骤1：用磷石膏重量的0.3％的生石灰粉调节磷石膏粉的pH值至6.8。

[0058] 步骤2：将中和处理后的磷石膏粉在160℃的马沸炉中煅烧2小时，陈化48小时后粉

磨5分钟，过80目筛，其中能通过200目筛的粉体的含量为32％。

[0059] 步骤3：称量各组分，其中步骤2得到的磷石膏粉100重量份、氟硅酸镁1.5重量份、

水450重量份、骨胶蛋白质缓凝剂2.3重量份、粘度为60000Pa.s的羟丙基甲基纤维素(HP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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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重量份、115kg/m3的玻化微珠26重量份、预糊化淀粉0.15重量份。

[0060] 步骤4：将步骤2得到的磷石膏粉、固化剂、缓凝剂、羟丙基甲基纤维素(HPMC)、玻化

微珠和预糊化淀粉混合均匀，得到抹灰石膏粉。

[0061] 步骤5：在施工现场将混合好的抹灰石膏粉与水混合，即可得到可以机械化施工的

机喷轻质底层抹灰石膏。

[0062] 实施例2

[0063] 步骤1：用磷石膏重量的0.5％的生石灰粉调节磷石膏粉的pH值至7.2。

[0064] 步骤2：中和处理后的磷石膏粉在180℃的马沸炉中煅烧2小时，陈化48小时后粉磨

5分钟，过80目筛，其中能通过200目筛的粉体含量为30％。

[0065] 步骤3：称量各组分，其中步骤2得到的磷石膏粉100重量份、氟硅酸钠2.8重量份、

水500重量份、降解聚酰胺经钙盐化而成的蛋白质类石膏缓凝剂4 .6重量份、粘度为

80000Pa.s的羟丙基甲基纤维素(HPMC)15重量份、118kg/m3的玻化微珠28重量份、预糊化淀

粉0.35重量份。

[0066] 步骤4：将步骤2得到的磷石膏粉、固化剂、缓凝剂、羟丙基甲基纤维素(HPMC)、建筑

砂和预糊化淀粉混合均匀，得到抹灰石膏粉。

[0067] 步骤5：在施工现场将混合好的抹灰石膏粉与水混合，即可得到可以机械化施工的

机喷轻质底层抹灰石膏。

[0068] 实施例3

[0069] 步骤1：用磷石膏重量的0.8％的生石灰粉调节磷石膏粉的pH值至7.8。

[0070] 步骤2：中和处理后的磷石膏粉在160℃的马沸炉中煅烧2小时，陈化48小时后粉磨

5分钟，过80目筛，其中能通过200目筛的粉体的含量为33％。

[0071] 步骤3：称量各组分，其中步骤2得到的磷石膏粉100重量份、氟硅酸钙3.5重量份、

水550重量份、降解聚酰胺经钙盐化而成的蛋白质类石膏缓凝剂4 .0重量份、粘度为

100000Pa .s的羟丙基甲基纤维素(HPMC)10重量份、120kg/m3的玻化微珠30重量份、预糊化

淀粉0.35重量份。

[0072] 步骤4：将步骤2得到的磷石膏粉、固化剂、缓凝剂、羟丙基甲基纤维素(HPMC)、建筑

砂和预糊化淀粉混合均匀，得到抹灰石膏粉。

[0073] 步骤5：在施工现场将混合好的抹灰石膏粉与水混合，即可得到可以机械化施工的

机喷底层抹灰石膏。

[0074] 实施例4

[0075] 步骤1：用磷石膏重量的0.5％的生石灰粉调节磷石膏粉的pH值至7.8。

[0076] 步骤2：中和处理后的磷石膏粉在190℃的马沸炉中煅烧2小时，陈化48小时后粉磨

5分钟，过80目筛，其中能通过200目筛的粉体的含量为33％。

[0077] 步骤3：称量各组分，其中步骤2得到的磷石膏粉100重量份、N-羟甲基丙烯酰胺1.6

份、水杨酸1.0份、水550重量份、降解聚酰胺经钙盐化而成的蛋白质类石膏缓凝剂4.5重量

份、粘度为100000Pa .s的羟丙基甲基纤维素(HPMC)20重量份、138kg/m3的玻化微珠40重量

份、预糊化淀粉0.40重量份。

[0078] 步骤4：将步骤2得到的磷石膏粉、固化剂、缓凝剂、羟丙基甲基纤维素(HPMC)、建筑

砂和预糊化淀粉混合均匀，得到抹灰石膏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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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9] 步骤5：在施工现场将混合好的抹灰石膏粉与水混合，即可得到可以机械化施工的

机喷轻质底层抹灰石膏。

[0080] 实施例5

[0081] 步骤1：用磷石膏重量的0.8％的生石灰粉调节磷石膏粉的pH值至7.5。

[0082] 步骤2：中和处理后的磷石膏粉在200℃的马沸炉中煅烧2小时，陈化48小时后粉磨

5分钟，过80目筛，其中能通过200目筛的粉体的含量为33％。

[0083] 步骤3：称量各组分，其中步骤2得到的磷石膏粉100重量份、三乙烯四胺5份、乙醇

3.8份、水550重量份、降解聚酰胺经钙盐化而成的蛋白质类石膏缓凝剂4.0重量份、粘度为

100000Pa .s的羟丙基甲基纤维素(HPMC)10重量份、130kg/m3的玻化微珠35重量份、预糊化

淀粉0.45重量份。

[0084] 步骤4：将步骤2得到的磷石膏粉、固化剂、缓凝剂、羟丙基甲基纤维素(HPMC)、建筑

砂和预糊化淀粉混合均匀，得到抹灰石膏粉。

[0085] 步骤5：在施工现场将混合好的抹灰石膏粉与水混合，即可得到可以机械化施工的

机喷轻质底层抹灰石膏。

[0086] 性能测试

[0087] 依据中国国家标准GB/T28627-2012《抹灰石膏》检测以上实施例制备的机喷轻质

底层抹灰石膏的性能，检测结果见表1。

[0088] 表1实施例1-5制备出的抹灰石膏的性能

[0089]

[0090] 可以看出，本申请实施例制备的机喷轻质底层抹灰石膏的保水率高，说明几乎无

泌水；浆体拉伸粘结强度较高，说明工作性能好，浆体有较大的粘聚性；初凝时间大于1小

时，终凝时间小于8小时，抗折强度、抗压强度和拉伸粘结强度均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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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