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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粘结石膏

(57)摘要

一种粘结石膏，所述粘结石膏包括：石膏粉、

胶粘剂、茶粉、减水剂、纤维素醚和可再分散性乳

胶粉。优选地，粘结石膏按重量份计包括：100份

石膏粉、0.2‑1.2份胶粘剂、0.1‑0.6份茶粉、0.5‑

1份减水剂、0.3‑1 .5份纤维素醚和0.5‑3份可再

分散性乳胶粉。本发明提供的粘结石膏凝结时间

在50min左右，可有效满足施工要求。同时本发明

的粘结石膏强度高，韧性好，安全环保，适用范围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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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粘结石膏，所述粘结石膏按重量份计由以下组分组成：100份石膏粉、0.2‑1.2份

胶粘剂、0.1‑0.6份茶粉、0.5‑1份减水剂、0.3‑1 .5份纤维素醚和0.5‑3份可再分散性乳胶

粉；

所述胶粘剂为动物胶或植物胶；

所述动物胶为骨胶或皮胶中的一种或多种；

所述植物胶为预糊化淀粉、糊精、松香、阿拉伯树胶和天然橡胶中的一种或多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粘结石膏，其中，所述茶粉的粒径为30‑100μm。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粘结石膏，其中，所述茶粉原料为发酵型茶；

所述发酵型茶选自铁观音茶、乌龙茶、红茶和黑茶中的一种或多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粘结石膏，其中，所述石膏为脱硫石膏熟料、天然石膏熟料、钛

石膏和磷石膏熟料。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粘结石膏，其中，所述石膏熟料粒径为20‑150 μ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粘结石膏，其中，所述减水剂选自聚羧酸系减水剂或萘系减水

剂中的一种或多种。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粘结石膏，其中，所述纤维素醚选自羟丙基甲基纤维素或羟乙

基甲基纤维素中的一种或两种。

8.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粘结石膏，其中，所述纤维素醚的粘度为1500‑4000  mPa·s。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粘结石膏，其中，所述的可再分散性乳胶粉为醋酸乙烯－乙烯

共聚物或醋酸乙烯酯均聚物中的一种或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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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粘结石膏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强粘结石膏。

背景技术

[0002] 石膏作为一种新型的建筑材料，具有优良的防火、调节空气湿度、绿色安全环保等

技术特征，在建筑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粘结石膏是以半水石膏为主要成分的粘结材料，

主要用于粘结纸面石膏板、石膏空心砌块及各种石膏构件。但目前市场上的粘结石膏粘结

强度不高，柔韧性较差，脆性较大，并且粘结石膏品种较为单一，不能满足多元化的市场需

求。

[0003]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茶国之一，由于生产和销售环节的问题，许多低档茶滞销，

大部分只能作为废物倾倒，这是资源的浪费。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粘结石膏，具体提出了一种废茶作为缓凝剂的高强粘结石膏配

方，该粘结石膏具备适宜的凝结时间，并具有茶香气味，对废茶进行了回收利用，经济环保，

并且该粘结石膏强度高，韧性好。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粘结石膏，所述粘结石膏包括：石膏粉、胶粘剂、废茶粉、减水

剂、纤维素醚和可再分散性乳胶粉；

[0006] 优选地，所述粘结石膏由上述组分组成。

[0007] 在本发明提供的粘结石膏中，所述粘结石膏按重量份计包括：100份石膏粉、0.2‑

1.2份胶粘剂、0.1‑0.6份茶粉、0.5‑1份减水剂、0.3‑1.5份纤维素醚和0.5‑3份可再分散性

乳胶粉。

[0008] 在本发明提供的粘结石膏中，所述胶粘剂为动物胶或植物胶。

[0009] 在本发明提供的粘结石膏中，优选地，所述动物胶为骨胶或皮胶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0] 在本发明提供的粘结石膏中，优选地，所述植物胶为预糊化淀粉、糊精、松香、阿拉

伯树胶和天然橡胶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1] 在本发明提供的粘结石膏中，所述茶的粒径为30‑100μm；

[0012] 在本发明提供的粘结石膏中，所述茶粉原料可以选用市场上无法销售的茶叶。

[0013] 在本发明提供的粘结石膏中，所述茶粉为发酵型废茶；

[0014] 在本发明提供的粘结石膏中，所述发酵型废茶选自铁观音茶、乌龙茶、红茶和黑茶

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5] 在本发明提供的粘结石膏中，茶叶在发酵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碳水化合物，碳水化

合物存在一定量的羟基，这些亲水性基团(羟基)与水作用后形成一层稳定的水膜，抑制半

水石膏的水化，因此茶叶粉除具有茶香气味同时对石膏具有缓凝作用。

[0016] 在本发明提供的粘结石膏中，所述石膏为脱硫石膏熟料、天然石膏熟料、钛石膏和

磷石膏熟料中的一种或多种。可实现脱硫石膏、钛石膏和磷石膏固体废弃物的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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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在本发明提供的粘结石膏中，可选地，所述石膏熟料粒径为20‑150μm。

[0018] 在本发明提供的粘结石膏中，所述减水剂选自聚羧酸系减水剂或萘系减水剂中的

一种或多种。

[0019] 在本发明提供的粘结石膏中，所述纤维素醚选自羟丙基甲基纤维素(HPMC)或羟乙

基甲基纤维素(HEMC)中的一种或两种；

[0020] 可选地，所述纤维素醚的粘度为1500‑4000mPa·s。

[0021] 在本发明提供的粘结石膏中，所述的可再分散性乳胶粉为醋酸乙烯－乙烯共聚物

或醋酸乙烯酯均聚物中的一种或两种。

[0022] 本发明中石膏及天然有机胶粘剂，提高了粘结石膏的粘结强度，同时对于固体废

弃物脱硫石膏、钛石膏、磷石膏的循环利用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熟石膏作为胶凝材料

时，其水化凝结速度很快，初终凝时间一般为6‑30min，可用于操作的时间往往只有5‑

10min，不能满足石膏基材料施工要求，故需要加入缓凝剂，本发明中茶粉具有缓凝作用，可

延长粘结石膏凝结时间，同时粘结石膏具有了茶香气味。同时实现了废茶的回收利用，具有

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0023] 本发明中的纤维素醚及可再分散性乳胶粉的加入，增加了粘结石膏的保水性能，

改善施工性能，提高了粘结石膏的强度。

[0024] 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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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通过实施本发明而了解。本发明的其他优点可通过在说明书中所描述的

方案来发明实现和获得。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下文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

详细说明。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发明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

互任意组合。

[0026] 本发明实施例中提供了一种粘结石膏，所述粘结石膏包括：石膏粉、胶粘剂、废茶

粉、减水剂、纤维素醚和可再分散性乳胶粉；

[0027] 优选地，所述粘结石膏由上述组分组成。

[0028]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粘结石膏按重量份计包括：100份石膏粉、0.2‑1.2份胶粘

剂、0.1‑0.6份茶粉、0.5‑1份减水剂、0.3‑1.5份纤维素醚和0.5‑3份可再分散性乳胶粉。

[0029] 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胶粘剂为动物胶或植物胶。

[0030] 本发明实施例中，优选地，所述动物胶为骨胶或皮胶中的一种或多种；

[0031] 本发明实施例中，优选地，所述植物胶为预糊化淀粉、糊精、松香、阿拉伯树胶和天

然橡胶中的一种或多种。

[0032] 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茶的粒径为30‑100μm；

[0033] 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茶粉原料可以选用市场上无法销售的茶叶。

[0034] 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茶粉为发酵型废茶；

[0035] 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发酵型废茶选自铁观音茶、乌龙茶、红茶和黑茶中的一种或

多种。

[0036] 本发明实施例中，茶叶在发酵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存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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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的羟基，这些亲水性基团(羟基)与水作用后形成一层稳定的水膜，抑制半水石膏的水

化，因此茶叶粉除具有茶香气味同时对石膏具有缓凝作用。

[0037] 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石膏为脱硫石膏熟料、天然石膏熟料、钛石膏和磷石膏熟料

中的一种或多种。可实现脱硫石膏、钛石膏和磷石膏固体废弃物的循环利用。

[0038] 本发明实施例中，可选地，所述石膏熟料粒径为20‑150μm。

[0039] 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减水剂选自聚羧酸系减水剂或萘系减水剂中的一种或多

种。

[0040] 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纤维素醚选自羟丙基甲基纤维素(HPMC)或羟乙基甲基纤维

素(HEMC)中的一种或两种；

[0041] 可选地，所述纤维素醚的粘度为1500‑4000mPa·s。

[0042] 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的可再分散性乳胶粉为醋酸乙烯－乙烯共聚物或醋酸乙烯

酯均聚物中的一种或两种。

[0043] 实施例1

[0044] 本实施例中，所述石膏粉为粒径在100μm的脱硫石膏熟料；

[0045] 所述胶黏剂为骨胶胶黏剂，购自阜城县云海粘合剂贸易有限公司，AA‑C牌号；

[0046] 所述茶粉为粒径为50μm的铁观音废茶茶粉；

[0047] 所述减水剂为聚羧酸减水剂，购自湖北山树风建材科技有限公司，SSF‑4000牌号；

[0048] 所述纤维素醚为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粘度为3450mPa·s，购自山东欧度纤维素有

限公司，100000S牌号；

[0049] 所述可再分散性乳胶粉为醋酸乙烯‑乙烯共聚物，购自德国瓦克公司，5010N牌号。

[0050] 粘结石膏按重量份计包括：100重量份石膏粉、0.5重量份胶粘剂、0.1重量份废茶

粉、0.7重量份减水剂、0.6重量份纤维素醚、1重量份可再分散性乳胶粉。

[0051] 将上述组分混合搅拌均匀，即得粘结石膏。

[0052] 实施例2

[0053]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石膏粉为粒径在130μm的天然石膏熟料；

[0054] 所述胶黏剂为预糊化淀粉胶黏剂，购自宁津嘉和节能材料有限公司；

[0055] 所述茶粉为粒径为70μm的乌龙茶废茶；

[0056] 所述减水剂为聚羧酸减水剂，购自湖北山树风建材科技有限公司，SSF‑4000牌号；

[0057] 所述纤维素醚为羟乙基甲基纤维素纤维素，粘度为3700mPa·s，购自陶氏化学有

限公司，Xtra  40‑50牌号；

[0058] 所述可再分散性乳胶粉为醋酸乙烯酯均聚物，购自广州原野实业有限公司公司，

DY5010牌号。

[0059] 粘结石膏按重量份计包括：100重量份石膏粉、0.7重量份胶粘剂、0.4重量份废茶

粉、0.8重量份减水剂、1重量份纤维素醚、1.5重量份可再分散性乳胶粉。

[0060] 将上述组分混合搅拌均匀，即得粘结石膏。

[0061] 实施例3

[0062]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石膏粉为粒径在80μm的钛石膏熟料；

[0063] 所述胶黏剂为阿拉伯树胶胶黏剂，购自河北徐氏蜂蜡有限公司，kibble牌号；

[0064] 所述废茶粉为粒径为90μm的红茶废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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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所述减水剂为萘系减水剂，购自沈阳兴正和化工有限公司，SNF‑C牌号；

[0066] 所述纤维素醚为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粘度为2650mPa·s，购自山东欧度纤维素有

限公司，75000S牌号；

[0067] 所述可再分散性乳胶粉为醋酸乙烯‑乙烯共聚物，购自德国瓦克公司，5010N牌号。

[0068] 粘结石膏按重量份计包括：100重量份石膏粉、1.2重量份胶粘剂、0.6重量份废茶

粉、0.8重量份减水剂、1.2重量份纤维素醚、2重量份可再分散性乳胶粉。

[0069] 将上述组分混合搅拌均匀，即得粘结石膏。

[0070] 对比例1

[0071]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仅在于：粘结石膏中不添加发酵废茶。其余各原

料、原料用量和制备过程均与实施例1相同。

[0072] 将上述组分混合搅拌均匀，即得粘结石膏。

[0073] 对比例2

[0074]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各组分用量不同，各组分用量如下：100重

量份石膏粉、0.1重量份胶粘剂、0.05重量份茶粉、0.5重量份减水剂、0.2重量份纤维素醚、

0.4重量份可再分散性乳胶粉。

[0075] 将上述组分混合搅拌均匀，即得粘结石膏。

[0076] 对比例3

[0077]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仅在于，使用苹果酸缓凝剂(购自郑州市金水区丰茂化

工产品商行，牌号123)替换实施例1中的茶粉。其余各原料、原料用量和制备过程均与实施

例1相同。

[0078] 性能测试

[0079] 根据建材行业标准JC/T  1025‑2007规定的方法测试上述实施例1‑3和对比例1‑2

中的粘结石膏的性能。测试结果如下表1所示。

[0080] 表1实施效果

[0081]

[0082] 测试结果表明，本发明提供的粘结石膏凝结时间在50min左右，可有效满足施工要

求。同时本发明的粘结石膏强度高，韧性好，安全环保，适用范围广。

[0083] 虽然本发明所揭露的实施方式如上，但所述的内容仅为便于理解本发明而采用的

实施方式，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本发明所属领域内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所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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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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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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