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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具有净化空气功能的水

性硅藻涂料，各原料的重量百分比为：钛白粉7-

15％、重钙粉20-40％、硅藻土1-5％、高岭土3-

7％、纳米贝壳粉3-12％、负氧离子0.8-1.5％、乳

液15-30％、增稠剂0 .5-1 .2％、去离子水10-

15％。二氧化钛为光触媒催化剂，可以长久的释

放出负氧离子对室内空气进行净化和杀菌处理，

重钙粉、硅藻土、高岭土和纳米贝壳粉的表面有

无数细孔，可吸附、分解空气中的异味，具有调

湿、除臭功能，制得的水性硅藻涂料，遮盖力高达

0.93，味道为低气味近似净味，在家庭污染防治

尤其是装修污染净化方面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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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净化空气功能的水性硅藻涂料，其特征在于：各原料的重量百分比为：钛白

粉7-15％、重钙粉20-40％、硅藻土1-5％、高岭土3-7％、纳米贝壳粉3-12％、负氧离子0.8-

1.5％、乳液15-30％、增稠剂0.5-1.2％、去离子水10-1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净化空气功能的水性硅藻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钛白粉为金红石型二氧化钛，钛白粉的粒径为3-12n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净化空气功能的水性硅藻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重钙粉中碳酸钙的质量含量在80％以上，细度160-500目，白度为80-99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净化空气功能的水性硅藻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乳液各原料的重量百分比为：海藻胶40-50％、羟甲基纤维素10-15％、水性色浆3-6％、乙二

醇20-4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净化空气功能的水性硅藻涂料，其特征在于：该水性

硅藻涂料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S1、粗贝壳粉制备：将贝壳清洗干净，用5-8％的稀硝酸溶液浸泡，再用5％的氢氧化钠

溶液中和，最后用清水洗净，烘干，在550-800℃下煅烧，冷却至室温，研磨后过筛，即得粗贝

壳粉；

S2、纳米贝壳粉制备：向粗贝壳粉中加入粉碎分散剂，然后使用纳米粉碎机粉碎，即得

纳米贝壳粉；

S3、二氧化钛的负载：将钛白粉和去离子水加入到搅拌机中，搅拌形成二氧化钛胶体，

接着加入重钙粉、硅藻土、高岭土和纳米贝壳粉，充分搅拌混合1.5-3h，使得二氧化钛粒子

充分的吸附在重钙粉、硅藻土、高岭土和纳米贝壳粉上，蒸发除去水，放入马弗炉中在700-

800℃下进行煅烧3-5h，即得到了二氧化钛固定负载的复合材料；

S4、水性硅藻涂料的制备：将步骤S3制备的复合材料和负氧离子、乳液、增稠剂加入到

高速分散机中分散均匀，过滤后即得到水性硅藻涂料。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具有净化空气功能的水性硅藻涂料，其特征在于：步骤S1

中稀硝酸溶液浸泡的时间为3-5h。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具有净化空气功能的水性硅藻涂料，其特征在于：步骤S2

所述的纳米贝壳粉的粒径为12-80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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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净化空气功能的水性硅藻涂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装饰装修材料领域，具体是一种具有净化空气功能的水性硅藻涂

料。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使用的内墙涂料主要是丙烯酸乳胶漆和采用聚乙烯醇类为粘合剂的石灰涂

料，这二者都存在本身具有污染性和功能单一的缺点。目前，世界建筑内墙涂料正在向无污

染环保型方向发展，在室内装修过程中，大量使用的油漆、胶合板、皮革、泡沫填充物、塑料

贴面等装修材料中含有几百种的挥发性有毒化合物，这些有毒有害气体严重危害人类的健

康和生存环境。

[0003]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室内装修的要求越来越高，室内装饰装修材料给室

内带来的空气污染也随之产生。室内装饰市场调查结果表明，存在有毒气体的室内装饰材

料占68％，含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高达300多种，其中以甲醛、甲苯、氨及TVOC对人体的伤害最

大。它们会对人体的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及神经系统产生较大危害。

[0004] 负氧离子能够直接的将甲醛、甲苯等污染物分解为无毒无味的二氧化碳和水，分

解室内污染，对空气的净化有着显著的影响，而且负氧离子被誉为“空气维生素”，医学研究

表明，负氧离子使血中含氧量增加，有利于血氧输送、吸收和利用，具有促进人体新陈代谢，

提高人体免疫能力，增强人体肌能，调节肌体功能平衡的作用。据考证，负氧离子对人体7个

系统，近30多种疾病具有抑制、缓解和辅助治疗的作用，尤其对人体的保健作用更为明显。

因此通过负氧离子净化室内污染是一个新趋势，目前出现了一些环保壁材，这些壁材在原

料中添加电气石，通过电气石释放负氧离子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但是电气石的负氧离子

释放量不确定，造成这些壁材的净化效果各异，调查研究，最标准的电气石每立方厘米负氧

离子的释放量也仅仅为6000个左右，负氧离子的释放量少，净化效率低，净化效果差。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具有净化空气功能的水性硅藻涂料，可吸附、分解空

气中的异味，长久的释放出负氧离子对室内空气进行净化和杀菌处理，在家庭污染防治尤

其是装修污染净化方面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和推广价值。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7] 一种具有净化空气功能的水性硅藻涂料，各原料的重量百分比为：钛白粉7-15％、

重钙粉20-40％、硅藻土1-5％、高岭土3-7％、纳米贝壳粉3-12％、负氧离子0.8-1.5％、乳液

15-30％、增稠剂0.5-1.2％、去离子水10-15％。

[0008] 进一步，所述的钛白粉为金红石型二氧化钛，钛白粉的粒径为3-12nm。

[0009] 进一步，所述的重钙粉中碳酸钙的质量含量在80％以上，细度160-500目，白度为

80-99度。

[0010] 进一步，所述的乳液各原料的重量百分比为：海藻胶40-50％、羟甲基纤维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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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水性色浆3-6％、乙二醇20-40％。

[0011] 进一步，该水性硅藻涂料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12] S1、粗贝壳粉制备：将贝壳清洗干净，用5-8％的稀硝酸溶液浸泡，再用5％的氢氧

化钠溶液中和，最后用清水洗净，烘干，在550-800℃下煅烧，冷却至室温，研磨后过筛，即得

粗贝壳粉；

[0013] S2、纳米贝壳粉制备：向粗贝壳粉中加入粉碎分散剂，然后使用纳米粉碎机粉碎，

即得纳米贝壳粉；

[0014] S3、二氧化钛的负载：将钛白粉和去离子水加入到搅拌机中，搅拌形成二氧化钛胶

体，接着加入重钙粉、硅藻土、高岭土和纳米贝壳粉，充分搅拌混合1.5-3h，使得二氧化钛粒

子充分的吸附在重钙粉、硅藻土、高岭土和纳米贝壳粉上，蒸发除去水，放入马弗炉中在

700-800℃下进行煅烧3-5h，即得到了二氧化钛固定负载的复合材料；

[0015] S4、水性硅藻涂料的制备：将步骤S3制备的复合材料和负氧离子、乳液、增稠剂加

入到高速分散机中分散均匀，过滤后即得到水性硅藻涂料。

[0016] 进一步，步骤S1中稀硝酸溶液浸泡的时间为3-5h。

[0017] 进一步，步骤S2所述的纳米贝壳粉的粒径为12-80nm。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9]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具有净化空气功能的水性硅藻涂料，通过将二氧化钛粒子充分

的吸附在纳米贝壳粉、重钙粉、硅藻土和高岭土上，经煅烧得到了二氧化钛固定负载的复合

材料，不会因擦洗而脱落，二氧化钛为光触媒催化剂，可以长久的释放出负氧离子对室内空

气进行净化和杀菌处理，纳米贝壳粉、重钙粉、硅藻土和高岭土的表面有无数细孔，可吸附、

分解空气中的异味，改善室内气味，具有调湿、除臭功能，制得的水性硅藻涂料，遮盖力高达

0.93，味道为低气味近似净味，在家庭污染防治尤其是装修污染净化方面具有良好的应用

前景和推广价值。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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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0021] 实施例1

[0022] 一种具有净化空气功能的水性硅藻涂料，各原料的重量百分比为：钛白粉10％、重

钙粉30％、硅藻土2％、高岭土5％、纳米贝壳粉7％、负氧离子1％、乳液30％、增稠剂1％、去

离子水14％；

[0023] 所述的乳液各原料的重量百分比为：海藻胶40％、羟甲基纤维素15％、水性色浆

5％、乙二醇40％；

[0024] 所述的钛白粉为金红石型二氧化钛，钛白粉的粒径为3-12nm；

[0025] 所述的重钙粉中碳酸钙的质量含量为83，细度180-300目，白度为85度；

[0026] 该水性硅藻涂料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27] S1、粗贝壳粉制备：将贝壳清洗干净，用5％的稀硝酸溶液浸泡3h，再用5％的氢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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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钠溶液中和，最后用清水洗净，烘干，在700℃下煅烧，冷却至室温，研磨后过筛，即得粗贝

壳粉；

[0028] S2、纳米贝壳粉制备：向粗贝壳粉中加入粉碎分散剂，然后使用纳米粉碎机粉碎，

即得纳米贝壳粉，纳米贝壳粉的粒径为12-80nm；

[0029] S3、二氧化钛的负载：将钛白粉和去离子水加入到搅拌机中，搅拌形成二氧化钛胶

体，接着加入重钙粉、硅藻土、高岭土和纳米贝壳粉，充分搅拌混合1.5h，使得二氧化钛粒子

充分的吸附在重钙粉、硅藻土、高岭土和纳米贝壳粉上，蒸发除去水，放入马弗炉中在700℃

下进行煅烧3h，即得到了二氧化钛固定负载的复合材料；

[0030] S4、水性硅藻涂料的制备：将步骤S3制备的复合材料和负氧离子、乳液、增稠剂加

入到高速分散机中分散均匀，过滤后即得到水性硅藻涂料，该水性硅藻涂料，遮盖力高达

0.93，味道为低气味近似净味。

[0031] 实施例2

[0032] 一种具有净化空气功能的水性硅藻涂料，各原料的重量百分比为：钛白粉15％、重

钙粉20％、硅藻土5％、高岭土7％、纳米贝壳粉12％、负氧离子0.8％、乳液29％、增稠剂

1.2％、去离子水10％；

[0033] 所述的乳液各原料的重量百分比为：海藻胶50％、羟甲基纤维素10％、水性色浆

3％、乙二醇37％；

[0034] 所述的钛白粉为金红石型二氧化钛，钛白粉的粒径为3-12nm；

[0035] 所述的重钙粉中碳酸钙的质量含量为83，细度200-500目，白度为80度；

[0036] 该水性硅藻涂料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37] S1、粗贝壳粉制备：将贝壳清洗干净，用8％的稀硝酸溶液浸泡5h，再用5％的氢氧

化钠溶液中和，最后用清水洗净，烘干，在550℃下煅烧，冷却至室温，研磨后过筛，即得粗贝

壳粉；

[0038] S2、纳米贝壳粉制备：向粗贝壳粉中加入粉碎分散剂，然后使用纳米粉碎机粉碎，

即得纳米贝壳粉，纳米贝壳粉的粒径为12-80nm；

[0039] S3、二氧化钛的负载：将钛白粉和去离子水加入到搅拌机中，搅拌形成二氧化钛胶

体，接着加入重钙粉、硅藻土、高岭土和纳米贝壳粉，充分搅拌混合3h，使得二氧化钛粒子充

分的吸附在重钙粉、硅藻土、高岭土和纳米贝壳粉上，蒸发除去水，放入马弗炉中在800℃下

进行煅烧3h，即得到了二氧化钛固定负载的复合材料；

[0040] S4、水性硅藻涂料的制备：将步骤S3制备的复合材料和负氧离子、乳液、增稠剂加

入到高速分散机中分散均匀，过滤后即得到水性硅藻涂料；该水性硅藻涂料，遮盖力高达

0.92，味道为低气味近似净味。

[0041] 实施例3

[0042] 一种具有净化空气功能的水性硅藻涂料，各原料的重量百分比为：钛白粉7％、重

钙粉40％、硅藻土4％、高岭土6％、纳米贝壳粉10％、负氧离子1.5％、乳液18.5％、增稠剂

1％、去离子水12％；

[0043] 所述的乳液各原料的重量百分比为：海藻胶48％、羟甲基纤维素12％、水性色浆

3％、乙二醇37％；

[0044] 所述的钛白粉为金红石型二氧化钛，钛白粉的粒径为3-12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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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所述的重钙粉中碳酸钙的质量含量为83，细度160300目，白度为98度。

[0046] 该水性硅藻涂料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47] S1、粗贝壳粉制备：将贝壳清洗干净，用6％的稀硝酸溶液浸泡4h，再用5％的氢氧

化钠溶液中和，最后用清水洗净，烘干，在800℃下煅烧，冷却至室温，研磨后过筛，即得粗贝

壳粉；

[0048] S2、纳米贝壳粉制备：向粗贝壳粉中加入粉碎分散剂，然后使用纳米粉碎机粉碎，

即得纳米贝壳粉，纳米贝壳粉的粒径为12-80nm；

[0049] S3、二氧化钛的负载：将钛白粉和去离子水加入到搅拌机中，搅拌形成二氧化钛胶

体，接着加入重钙粉、硅藻土、高岭土和纳米贝壳粉，充分搅拌混合2h，使得二氧化钛粒子充

分的吸附在重钙粉、硅藻土、高岭土和纳米贝壳粉上，蒸发除去水，放入马弗炉中在750℃下

进行煅烧4h，即得到了二氧化钛固定负载的复合材料；

[0050] S4、水性硅藻涂料的制备：将步骤S3制备的复合材料和负氧离子、乳液、增稠剂加

入到高速分散机中分散均匀，过滤后即得到水性硅藻涂料；该水性硅藻涂料，遮盖力高达

0.92，味道为低气味近似净味。

[0051] 以上内容仅仅是对本发明的构思所作的举例和说明，所属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代，只要不偏离发明

的构思或者超越本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均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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