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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调湿、杀菌、释放负离子硅藻基涂

料和乳料内墙装饰壁材及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建筑内墙装饰材料技术领域，涉

及一种健康环保、改善室内空气质量、优异调节

室内空间湿度性能(吸湿性及放湿性良好)、兼具

有消毒杀菌、释放负离子的高透气性的水性硅藻

基涂料和硅藻基乳料的内墙装饰壁材及其制备

方法和应用。本发明选用多孔道、大比表面积、细

度高、白度高的硅藻土作为涂料的主要功能材

料，减少使用“实芯”、“无孔道”填料，并通过选择

合适的助剂和合成乳液或树脂，通过调整生产工

艺，利用大功率高剪切分散技术(1000L分散反应

釜，最大功率50KW，实现硅藻土的大掺量添加,制

备得到乳胶漆涂料。成膜后膜层内部具有低密

度、大比面积、多孔道的特点同时兼具透气性好、

可调节室内湿度、对有害气体吸附性强等环保健

康养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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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调湿、杀菌、释放负离子硅藻基涂料和乳料内墙装饰壁材，其特征在于，由

如下原料制备：

(1)经气流+风选后制备的改性硅藻土原料，其比表面积≥85m2/g；细度为600-1000目，

白度低于80，高于70，比表面积达到85m2/g以上；

(2)温泉玉石超细粉；

(3)填料选自白水泥、高岭土、立德粉、滑石粉、凹凸棒粉、海泡石粉、沸石粉、轻钙、重

钙、钛白粉、硅灰石粉、灰钙粉中的一种或几种的复合；

所述沸石粉采用天然沸石粉，所述天然沸石粉的参杂量是7-10％；

所述凹凸棒粉的添加量为3-5％；

所述海泡石粉的比表面积为900m2/g，且具有孔道结构；

(4)助剂：助剂选自羟工基纤维素250HBR，分散剂XS-6300、陶氏X405润湿剂、防腐剂、丙

二醇、负离子助剂、YT-695多功能助剂、伊斯曼成膜助剂、7080乳液、圣诺普科NYZ消泡剂、上

海优涂YT-2020、陶氏TT935、陶氏ASE-60水性涂料通用助剂中的一种或几种复合；所述防腐

剂为液体的陶氏防腐剂03或EPW或LXE中的一种；

(5)温泉玉石超细粉；

(6)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调湿、杀菌、释放负离子硅藻基涂料和乳料内墙装饰

壁材，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性硅藻土涂料具体由如下配方组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调湿、杀菌、释放负离子硅藻基涂料和乳料内墙装饰

壁材，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性硅藻基涂料具体由如下配方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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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调湿、杀菌、释放负离子硅藻基涂料和乳料内墙装饰

壁材，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性硅藻基涂料具体由如下配方组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调湿、杀菌、释放负离子硅藻基涂料和乳料内墙装饰

壁材，其特征在于，所述硅藻基乳料内墙装饰壁材具体由如下配方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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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调湿、杀菌、释放负离子硅藻基涂料和乳料内墙装饰

壁材，其特征在于，所述硅藻基乳料内墙装饰壁材具体由如下配方组成：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调湿、杀菌、释放负离子硅藻基涂料和乳料内墙装饰

壁材，其特征在于，所述硅藻基乳料内墙装饰壁材具体由如下配方组成：

8.一种具有调湿、杀菌、释放负离子硅藻基涂料和乳料内墙装饰壁材的制备方法，其特

权　利　要　求　书 3/4 页

4

CN 109593406 A

4



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将改性后硅藻土原料、温泉玉石超细粉与填料、防腐剂加入干粉搅拌装置中，充分

混合均匀，然后通过真空抽入反应釜中，同时水与部分助剂(分散剂、pH值调节剂、部分消泡

剂)分散后也用真空抽入反应釜中，调整反应釜转速为1000～1500转/min，在大功率高剪切

状态下分散30～40min，混合均匀后形成浆料；

(2)浆料过砂磨形成浆料，浆料再真空抽入另一分散罐；

(3)分散罐中加入合成乳液或树脂和余下的助剂：成膜助剂、增稠剂、流平剂和余下的

消泡剂)，调整转速为400～500转/min，搅拌均匀后形成浆料；

(4)过滤，得到成品，装桶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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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调湿、杀菌、释放负离子硅藻基涂料和乳料内墙装饰

壁材及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内墙装饰材料领域，涉及一种具有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室内空间

湿度性能(吸湿性及放湿性良好)兼具杀菌消毒、释放负离子功能的健康养生硅藻基涂料和

硅藻基乳料的内墙装饰壁材的制备方法及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已成为全世界瞩目的一项重要工程，据联合国文教卫生组织

调查，现代人类最关注的问题。在生存、资源、环境、健康加长寿中，老百姓直接关注的是环

境+健康。2016年5月26日，第二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发布报告指出：空气污染导致世界各地

每年700万人死亡，其中430万人死于室内空气污染。2016年11月23日，欧洲环境局发布的报

告中指出，欧洲空气污染每年导致46.7万人过早死亡，每10个城市中就有9个城市的居民呼

吸着有害气体。空气污染是导致过早死亡的首要因素。受大气PM2.5污染严重的影响，我国

室内PM2.5污染情况也不容乐观。

[0003] 为改善室内环境我们必须对内墙装饰材料进行一场革命，使其具有绿色、环保、生

态、能有效改善室内空气质量，能进行吸放湿调节湿度、消毒杀菌、释放负离子同时吸附并

分解甲醛及VOC等有害气体。目前国内外专家学者及中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在这方面做了大

量的探讨和研究，特别是硅藻泥在国内的兴起，开启了硅藻新材料的里程碑。硅藻土是亿万

年前地球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硅藻死亡的遗骸，以其纳米级的孔径，自动吸放湿的功能和

无毒无害、无味、耐腐蚀、抗霉变的诸多特性，引起科技界高度重视，纷纷以硅藻为基材进行

内墙装饰壁材的开发。其中不乏涂料和硅藻泥的开发。但普遍存在的痛点是，硅藻土填加量

小，吸放湿功能弱，放湿速度慢、不兼具健康养生功能等缺陷。

[0004] 目前，市场上普遍推广的调湿涂料是粉末状的硅藻泥涂料，该类产品的调湿性能

主要利用硅藻土中硅藻的介孔结构来实现，因此为了保持硅藻成份形貌的完整，所选用的

硅藻土在细度上有一定限制，常用的不能超过400目，以确保涂料产品具有优异的调湿性

能。已有专利文献中，硅藻泥涂料的主要成分为硅藻土加无机胶凝材料，然后辅以一定填料

以及助剂材料，有的厂家为了提高膜层粘接强度，会加入少量的可再分散胶粉，但是起主要

凝结作用的还是无机材料。此外，硅藻泥粉末涂料在施工时，需现场加水混合，搅拌均匀后，

由专业施工人员进行施工、表面造型。该产品功能性好，但是在施工便捷性、成本控制等方

面有所欠缺，因此形成大规模的推广有一定难度。

[0005] 综上所述，现有的乳胶涂料生产工艺无法实现大掺量硅藻土，因而无法制备出具

有透气性、调湿功能的涂胶涂料(乳料)。已有调湿功能硅藻涂料主要以粉末涂料为主，胶凝

材料为无机胶凝材料，由于施工性的限制，不利于快速大范围的使用。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健康环保的硅藻基内墙涂料和硅藻基乳料，该材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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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下功能：养生功能、改善室内空气质量、调节室内空间的吸湿性及放湿性、消毒杀菌释

放负离子功能等；并利用特殊的生产工艺，实现在涂料中硅藻土的大掺量生产。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8] 一种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兼具消毒杀菌释放负离子功能的健康养生硅藻基涂料和

硅藻基乳料内墙装饰壁材，由如下原料制备：

[0009] (1)经气流+风选后制备的改性硅藻土原料，其比表面积≥85m2/g；细度为600-

1000目，白度低于80，高于70，比表面积达到85m2/g以上；

[0010] (2)温泉玉石超细粉；

[0011] (3)填料选自白水泥、高岭土、立德粉、滑石粉、凹凸棒粉、海泡石粉、沸石粉、轻钙、

重钙、钛白粉、硅灰石粉、灰钙粉中的一种或几种的复合；

[0012] 所述沸石粉采用天然沸石粉，所述天然沸石粉的参杂量是7-10％；

[0013] 所述凹凸棒粉的添加量为3-5％；

[0014] 所述海泡石粉的比表面积为900m2/g，且具有孔道结构；

[0015] (4)助剂：助剂选自羟工基纤维素250HBR，分散剂XS-6300、陶氏X405润湿剂、防腐

剂、丙二醇、负离子助剂、YT-695多功能助剂、伊斯曼成膜助剂、7080乳液、圣诺普科NYZ消泡

剂、上海优涂YT-2020、陶氏TT935、陶氏ASE-60水性涂料通用助剂中的一种或几种复合；所

述防腐剂为液体的陶氏防腐剂03或EPW或LXE中的一种；

[0016] (5)温泉玉石超细粉；

[0017] (6)水。

[0018] 一种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兼具消毒杀菌释放负离子功能的健康养生硅藻基涂料，具

体由如下配方组成：

[0019]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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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一种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兼具消毒杀菌释放负离子功能的健康养生硅藻基涂料，具

体由如下配方组成：

[0022]

[0023] 一种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兼具消毒杀菌释放负离子功能的健康养生硅藻基涂料，具

体由如下配方组成：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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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0026] 一种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兼具消毒杀菌释放负离子功能的健康养生硅藻基乳料内

墙装饰壁材，具体由如下配方组成：

[0027]

[0028] 一种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兼具消毒杀菌释放负离子功能的健康养生硅藻基乳料内

墙装饰壁材，具体由如下配方组成：

[0029]

[0030] 一种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兼具消毒杀菌释放负离子功能的健康养生硅藻基乳料内

墙装饰壁材，具体由如下配方组成：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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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0033] 一种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兼具消毒杀菌释放负离子功能的健康养生硅藻基涂料和

硅藻基乳料内墙装饰壁材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4] (1)将改性后硅藻土原料、温泉玉石超细粉与填料、防腐剂加入干粉搅拌装置中，

充分混合均匀，然后通过真空抽入反应釜中，同时水与部分助剂(分散剂、pH值调节剂、部分

消泡剂)分散后也用真空抽入反应釜中，调整反应釜转速为1000～1500转/min，在大功率高

剪切状态下分散30～40min，混合均匀后形成浆料；

[0035] (2)浆料过砂磨形成浆料，浆料再真空抽入另一分散罐；

[0036] (3)分散罐中加入合成乳液或树脂和余下的助剂：成膜助剂、增稠剂、流平剂和余

下的消泡剂)，调整转速为400～500转/min，搅拌均匀后形成浆料；

[0037] (4)过滤，得到成品，装桶包装。

[003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39] 本发明一种多功能的硅藻基涂料、硅藻基乳料内墙装饰壁材吸附PM2.5、吸附分解

甲醛、VOC等有害气体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同时具有对室内环境湿度自动调节的效果；本发

明的内墙硅藻基乳料装饰壁材，可直接上墙进行刮涂，工艺简单，避免了传统壁材因搅拌不

均而出现的色差，龟裂等墙体材料病。

[0040] 本发明的水性硅藻基涂料，直接可以喷涂和滚涂与内墙墙体，能够自律调湿，吸附

PM2.5、吸附分解甲醛、VOC等有害气体；

[0041] 本发明的成分中添加了温泉玉石超细粉，温泉玉石超细粉是一种由Al、Na、Ca、Mg、

B、Fe、Mn、Cr等多元素组成的含水分子的硅酸盐晶体天然矿物复合而成，利用其独特的地热

谷高温温泉水中含有的PbSO4、Ba、Ra、Th、K等矿物元素，当此温泉水流过并逐渐冷却，导致

后期的河床岩块裂缝中沉淀结晶形成矿石，由于温泉石常年吸收天地精华，具有了天然电

极性，能够将水分子电离，在4—14μm远红外波段内具有强辐射能力，能够净化水分子，释放

负氧离子。本申请合成制备的温泉玉石超细粉，其粉体较细，粒度在3000目以上，比表面积

大大增加，与改性后硅藻土超细粉结合后，较好地解决了整体的分散性差，吸附性能力不好

的缺陷；在室内应用本申请的涂料和乳料壁材时，室内空气的负氧离子浓度大大增加，经过

国家建筑材料测试中心检测负氧离子浓度达到1700ions/cm3,辽宁省硅藻新材料研究检测

中心检测：硅藻基涂料和乳料上墙后，固体负离子可达到500-800ions/cm3，空气负离子可

达到5000-8000ions/cm3。

[0042] 本发明选用多孔道、大比表面积、细度高、白度高的硅藻土作为涂料的主要功能材

料，减少使用“实芯”、“无孔道”填料，并通过选择合适的助剂和合成乳液或树脂，通过调整

生产工艺，利用大功率高剪切分散技术(1000L分散反应釜，最大功率50KW，实现硅藻土的大

掺量添加,制备得到硅藻基涂料。成膜后膜层内部具有低密度、大比面积、多孔道的特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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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兼具透气性好、可调节室内湿度、对有害气体吸附性强等环保健康功能。本发明的水性硅

藻基涂料和硅藻基乳料不仅具有易调色、装饰细腻的特点，还具有透气、调湿、防结露、消毒

杀菌、净化空气(可吸附有害气体)的优良特性，是一种具有透气调湿功能的水性涂料，应用

前景广阔。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一种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兼具消毒杀菌释放负离子功能的健康养生硅藻基涂料和

硅藻基乳料内墙装饰壁材，其原料配方包括以下重量分数比的组分为保证产品质量和搅拌

均匀性(每1000重量份水性硅藻涂料，每1000重量份硅藻乳)，透气、调湿、强吸附力选用内

蒙古乌兰察布商都谢家坊硅藻土矿C、D级硅藻土经气流+风选后制备的硅藻土原料，其比表

面积85m2/克。商都谢家坊硅藻土矿为C+D级硅藻土矿，此前被认为开采价值低，勘探至今一

直未被开发利用(详见1992年4月内蒙古自治区商都县谢家坊硅藻土矿详查报告。)今经科

技开发处理后制备成透气、调湿、吸附力强水性硅藻基涂料和硅藻基乳料，变废为宝。

[0044] 硅藻土的细度为600-1000目，白度低于80，高于70；C+D级硅藻土必须经气流磨粉

碎干燥后达到600-800目后，进入风选再次去除杂质，使其比表面积达到85m2/克以上。

[0045] 填料选自白水泥、立德粉、滑石粉、凹凸棒粉、海泡石分、沸石粉、轻钙、重钙、钛白

粉、硅灰石粉、灰钙粉中的一种或几种的复合。所述填料中，沸石粉选自辽宁法库县包家屯

天然沸石粉，在含量7-10％掺与混合，沸石含有一定量的活性，二氧化硅和三氧化二硅能与

水泥的水化产物氢氧化钙作用，生成胶凝物质。

[0046] 所作填料中，利用凹凸棒粉具有良好的，①增稠性(漆膜丰满，开通效果佳。)②悬

浮性(有效防止涂料沉淀分层。)③摇融性(容易涂刷，在剪切力的作用下变稀，静止后有变

稠)。按重量比3-5％填加，从而增强水性硅藻基涂料和硅藻基乳料的稠性、防沉淀性和容易

涂刮、涂刷性。

[0047] 在填料中，还利用海泡石粉，纯天然、无毒、无味、无石棉、无放射性元素的一种水

合镁硅酸盐粘土矿物，具有非金属中最大比表面积(最高可达900m2/g)和独特的内容孔道

结构，从而增强涂料与硅藻乳的吸附能力。

[0048] 所述其它助剂选自羟工基纤维素250HBR，分散剂XS-6300、陶氏X405润湿剂、陶氏

防腐剂03、丙二醇、负离子助剂、YT-695多功能助剂、伊斯曼成膜助剂、7080乳液、圣诺普科

NYZ消泡剂、上海优涂YT-2020、陶氏TT935、陶氏ASE-60等水性涂料通用助剂中的一种或几

种复合。

[0049] 防腐剂为液体的陶氏防腐剂03或EPW或LXE中的一种。

[0050] 实施例2

[0051] 一种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兼具消毒杀菌释放负离子功能的健康养生硅藻基涂料的

主要原料配方以下组配组成：

[0052] 配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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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0054] 实施例3

[0055] 一种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兼具消毒杀菌释放负离子功能的健康养生硅藻基涂料的

主要原料配方以下组配组成：配方二：

[0056]

[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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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实施例4

[0059] 一种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兼具消毒杀菌释放负离子功能的健康养生硅藻基涂料的

主要原料配方以下组配组成：配方三：

[0060]

[0061] 实施例5

[0062] 一种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兼具消毒杀菌释放负离子功能的健康养生硅藻基乳料的

主要原料配方选自下组配方；

[0063] 配方一：

[0064]

[0065]

[0066] 实施例6

[0067] 一种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兼具消毒杀菌释放负离子功能的健康养生硅藻基乳料的

说　明　书 8/10 页

13

CN 109593406 A

13



主要原料配方选自下组配方；

[0068] 配方二：

[0069]

[0070] 实施例7

[0071] 一种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兼具消毒杀菌释放负离子功能的健康养生硅藻基乳料的

主要原料配方选自下组配方；

[0072] 配方三：

[0073] 一种硅藻基乳料内墙装饰壁材，具体由如下配方组成：

[0074]

[0075]

[0076] 实施例8

[0077] 一种透气调湿强吸附力水性硅藻涂料和硅藻乳内墙装饰壁材的制备方法：将合成

乳液或树脂以及部分助剂之外的原料，利用大功率高剪切分散技术实现硅藻土的大掺量添

加，进而制备得到水性硅藻涂料和硅藻乳。

[0078] 所述大功率是指在1000L分散反应釜的最大功率为50KW。

[0079] 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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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0] 1)将改性硅藻土、温泉玉石粉与填料、防腐剂加入干粉搅拌装置中，充分混合均

匀，然后利用真空抽入反应釜中，同时水与部分助剂(分散剂、pH值调节剂、部分消泡剂)分

散后也用真空抽入反应釜中，调整反应釜转速为1000～1500转/min，在大功率高剪切状态

下分散30～40min，混合均匀后形成浆料；

[0081] 2)浆料过砂磨形成浆料，浆料再真空抽入另一分散罐；

[0082] 3)分散罐中加入合成乳液或树脂和余下的助剂(成膜助剂、增稠剂、流平剂和余下

的消泡剂)，调整转速为400～500转/min，搅拌均匀后形成浆料；

[0083] 4)过滤，得到成品，装桶包装。

[0084] 本发明在研发和试验中还得出两大重要极限值：一是硅藻土在煅烧时，温度超过

480度时就会有少量空隙出现局部塌陷。说明硅藻土煅烧时不可超过480度。当煅烧到800-

1200度时出现大面积塌陷，其后比表面积出现骤减现象。本文不详论述。二是硅藻土在粉碎

时，不可用雷蒙磨粉碎，众所周知，雷蒙磨在其铁滚碰撞中会将一部分硅藻土孔径破坏，即

使在气流磨粉碎中也不易超过1200目，超过时会出现少量孔径塌陷，造成比表面积未增返

减现象。

[0085] 本发明大量生产检测证明其负离子释放量及透气调湿强吸附功能均符合和超过

国际制定的《调湿功能室内建筑装饰材料》标准。

[0086] 以上公开的本发明优选实施例只是用于帮助阐述本发明。优选实施例并没有详尽

叙述所有的细节，也不限制该发明仅为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显然，根据本说明书的内容，

可作很多的修改和变化。本说明书选取并具体描述这些实施例，是为了更好地解释本发明

的原理和实际应用，从而使所属技术领域技术人员能很好地理解和利用本发明。本发明仅

受权利要求书及其全部范围和等效物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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