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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硅藻滚涂墙面材料，所述墙

面材料包括如下质量比的成分：料36-37％、水

63-64％，所述料包括如下质量比的成分：硅藻土

28-32％、钙粉29-31％、滑石粉27.5-28.2％、石

英砂9.8-10.5％、纤维素1.9-2.1％，采用此种墙

面材料可以适应无硅藻泥施工经验人员施工，方

便易涂，轻松实现旧墙翻新不用搬，新家入住不

用等的装修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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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硅藻滚涂墙面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墙面材料包括如下质量比的成分：料36-

37％、水63-64％，所述料包括如下质量比的成分：硅藻土28-32％、钙粉29-31％、滑石粉

27.5-28.2％、石英砂9.8-10.5％、纤维素1.9-2.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硅藻滚涂墙面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墙面材料的质量比

的成分：料36.5％、水63.5％，所述料的质量比的成分：硅藻土30％、钙粉30％、滑石粉28％、

石英砂10％、纤维素2％。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硅藻滚涂墙面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墙面材料的制备方

法为：先加部分水和全部的料，其中部分水和全部的料按照3:5的比例加入，15分钟后，用盖

子盖好封存，20分钟后，再将剩余水加入搅拌，然后用80目过滤网过滤滚涂。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硅藻滚涂墙面材料，其特征在于：其中滚涂涂料的方法

为：将调好的料依次从左向右做滚涂，并且重复多次滚涂。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硅藻滚涂墙面材料，其特征在于：每次滚涂需均匀、所述

墙面材料的颜色一致。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硅藻滚涂墙面材料，其特征在于：多次滚涂完成后，将成

型后的墙面材料密封储存于5-35℃的阴凉干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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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硅藻滚涂墙面材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墙面材料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硅藻滚涂墙面材料。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房屋装修的过程中，大多采用乳胶漆进行墙面的滚涂，而传统型的乳胶漆

的滚涂中，存在下面一些问题：

[0003] 1、天然环保性：墙纸胶中含许多可释放甲醛等对人体有害物质；

[0004] 2、没有净化空气的功能；

[0005] 3、保护视力：颜色锐利，容易引起视觉疲劳，损害视力；

[0006] 4、防火阻燃：分普通和防火两种，无论哪种，遇火灾时，会产生有害烟雾；

[0007] 5、呼吸调温：不具呼吸调湿性，表面会有结露产生，从而引起鼓包、翘边等；

[0008] 6、吸音降噪：不具有吸音减噪的功能；

[0009] 7、耐污性：有机材料，易产生静电，耐污性差；

[0010] 8、装饰性：有机颜料，色彩艳丽，图形多样，但机械图形缺乏生命力；

[0011] 9、使用寿命：3-5年，有机材料，易褪色，泛黄。

[0012] 鉴于以上的一些缺陷，先急需一种材料来解决现有问题。

发明内容

[0013]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之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硅藻滚涂墙面材料，适应无硅

藻泥施工经验人员施工，方便易涂，轻松实现旧墙翻新不用搬，新家入住不用等的装修新理

念。

[001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之一种硅藻滚涂墙面材料，所述墙面材料包括如下质量

比的成分：料36-37％、水63-64％，所述料包括如下质量比的成分：硅藻土28-32％、钙粉29-

31％、滑石粉27.5-28.2％、石英砂9.8-10.5％、纤维素1.9-2.1％。

[0015] 优选的，所述墙面材料的质量比的成分：料36.5％、水63.5％，所述料的质量比的

成分：硅藻土30％、钙粉30％、滑石粉28％、石英砂10％、纤维素2％。

[0016] 优选的，所述墙面材料的制备方法为：先加部分水和全部的料，其中部分水和全部

的料按照3:5的比例加入，15分钟后，用盖子盖好封存，20分钟后，再将剩余水加入搅拌，然

后用80目过滤网过滤滚涂。

[0017] 优选的，其中滚涂涂料的方法为：将调好的料依次从左向右做滚涂，并且重复多次

滚涂。

[0018] 优选的，每次滚涂需均匀、所述墙面材料的颜色一致。

[0019] 优选的，多次滚涂完成后，将成型后的墙面材料密封储存于5-35℃的阴凉干燥处。

[0020]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其有益效果是：

[0021] 净化空气：

[0022] 房屋装修后地板、大芯板、沙发、家具等都可能含有挥发性游离甲醛、苯、氨、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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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OC等有害物质，天然居硅藻泥可以通过数以万计的微生物小孔吸收、分解、消除，并且通

过硅藻土自身强有力的吸附力和天然净化功能，通过光合作用，分解出对人体无害的水、二

氧化碳、氧气等，能够有效抑菌、杀死空气中的有害病菌，同时，天然居硅藻泥还可以吸附各

种刺激性气味，如烟味、油烟味、臭气等；

[0023] 呼吸调湿：

[0024] 调湿功能是天然居硅藻泥的基本功能。当室内潮湿的时候，硅藻泥的微孔将空气

中的水份吸进去储备起来，当空气干燥的时候，将水份释放出来，随着不同季节及早晚空气

环境中的湿度变化，不断地进行吸收或呼出水份，自由调节室内空气湿度，并保持室内舒适

度在40％RH～70％RH度之间，这是人体最舒适的湿度。同时，保证室内被子，衣物不会潮湿

和墙体的发霉现象发生；

[0025] 3、寿命更长：

[0026] 硅藻泥寿命长达20年以上，不翘边、不脱落、不退色耐氧化，始终如新。传统乳胶漆

和壁纸的寿命在3～5年，就出现翘边、脱落、发黄、老化、发霉等现象，20年至少要做4次以

上。不但增加了成本和人力物力，而且每次更换都在不断地提高浓度，而重复污染室内环

境；

[0027] 4、墙面自洁：

[0028] 硅藻土是天然的矿物质，自身不含重金属、不产生静电、所以更加不容易挂尘，能

保持长久清洁。而像乳胶漆和壁纸都是有机物，有静电，所以非常容易吸灰，硅藻泥墙面还

会释放出游离负离子能有效果消除室内静电含量；

[0029] 5、吸音降噪：

[0030] 硅藻泥的无数微孔可以吸收、阻隔音量，它的效果相当于同等厚度的水泥砂浆和

石板的2～3倍以上，同时，缩短50％的余响和声音的穿透性。如果选择硅藻泥做室内壁材，

将大大的降低了噪音的传播；

[0031] 6、隔热节能：

[0032] 硅藻泥的热传导率很低，保温隔热性能非常好，比水泥和砂浆高6倍以上。大大的

节约了电能和采暖费用。为65％的节能标准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0033] 7、防火阻燃：

[0034] 硅藻泥壁材耐1300度的高温、并且只有熔点没有燃点，遇明火绝不燃烧，不产生任

何有毒烟雾。乳胶漆和壁纸都属于有毒易燃材料，当引起火灾的时候，将产生大量的有毒气

体；

[0035] 8、色彩柔和：

[0036] 硅藻泥不但对光的吸收率很高，而且反射光线更为自然柔和，不易使眼睛疲劳，能

有效保护学龄儿童视力。天然居硅藻泥采用意大利墙面工艺技术，保护孩子在不断用眼的

同时不再受到室内杂乱光线的刺激。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本发明提供一种实施方案：

[0038] 实施例一

[0039] 步骤一(取料)：取料1000g、水1710g，其中料的成分为：硅藻土300g、钙粉300g、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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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粉280g、石英砂100g、纤维素20g；

[0040] 步骤二(搅拌)：先加600g水，再加1000g料，搅拌成膏状，约15分钟，用盖子盖好封

存，约20分钟后再将剩余水加入搅拌，然后用80目过滤网过滤滚涂料；

[0041] 步骤三(滚涂方法)：将调好的料依次从左向右做滚涂，不粘手、没有水光可接着滚

第二遍，需要注意的是，每遍需均匀，颜色一致，不要有料滴(流眼泪的现象)；

[0042] 步骤四(存储)：密封存于5-35℃阴凉干燥处；

[0043] 理论耗泥量：10-12平方米/升/单位(干膜60微米计)。

[0044] 实施例二

[0045] 步骤一(取料)：取料1000g、水1720g，其中料的成分为：硅藻土300g、钙粉300g、滑

石粉280g、石英砂100g、纤维素20g；

[0046] 步骤二(搅拌)：先加600g水，再加1000g料，搅拌成膏状，约15分钟，用盖子盖好封

存，约20分钟后再将剩余水加入搅拌，然后用80目过滤网过滤滚涂料；

[0047] 步骤三(滚涂方法)：将调好的料依次从左向右做滚涂，不粘手、没有水光可接着滚

第二遍，需要注意的是，每遍需均匀，颜色一致，不要有料滴(流眼泪的现象)；

[0048] 步骤四(存储)：密封存于5-35℃阴凉干燥处；

[0049] 理论耗泥量：10-12平方米/升/单位(干膜60微米计)。

[0050] 实施例三

[0051] 步骤一(取料)：取料1000g、水1730g，其中料的成分为：硅藻土300g、钙粉300g、滑

石粉280g、石英砂100g、纤维素20g；

[0052] 步骤二(搅拌)：先加600g水，再加1000g料，搅拌成膏状，约15分钟，用盖子盖好封

存，约20分钟后再将剩余水加入搅拌，然后用80目过滤网过滤滚涂料；

[0053] 步骤三(滚涂方法)：将调好的料依次从左向右做滚涂，不粘手、没有水光可接着滚

第二遍，需要注意的是，每遍需均匀，颜色一致，不要有料滴(流眼泪的现象)；

[0054] 步骤四(存储)：密封存于5-35℃阴凉干燥处；

[0055] 理论耗泥量：10-12平方米/升/单位(干膜60微米计)；

[0056] 实施例四

[0057] 步骤一(取料)：取料1000g、水1740g，其中料的成分为：硅藻土300g、钙粉300g、滑

石粉280g、石英砂100g、纤维素20g；

[0058] 步骤二(搅拌)：先加600g水，再加1000g料，搅拌成膏状，约15分钟，用盖子盖好封

存，约20分钟后再将剩余水加入搅拌，然后用80目过滤网过滤滚涂料；

[0059] 步骤三(滚涂方法)：将调好的料依次从左向右做滚涂，不粘手、没有水光可接着滚

第二遍，需要注意的是，每遍需均匀，颜色一致，不要有料滴(流眼泪的现象)；

[0060] 步骤四(存储)：密封存于5-35℃阴凉干燥处；

[0061] 理论耗泥量：10-12平方米/升/单位(干膜60微米计)；

[0062] 实施例五

[0063] 步骤一(取料)：取料1000g、水1750g，其中料的成分为：硅藻土300g、钙粉300g、滑

石粉280g、石英砂100g、纤维素20g；

[0064] 步骤二(搅拌)：先加600g水，再加1000g料，搅拌成膏状，约15分钟，用盖子盖好封

存，约20分钟后再将剩余水加入搅拌，然后用80目过滤网过滤滚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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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步骤三(滚涂方法)：将调好的料依次从左向右做滚涂，不粘手、没有水光可接着滚

第二遍，需要注意的是，每遍需均匀，颜色一致，不要有料滴(流眼泪的现象)；

[0066] 步骤四(存储)：密封存于5-35℃阴凉干燥处；

[0067] 理论耗泥量：10-12平方米/升/单位(干膜60微米计)；

[0068] 实施例六

[0069] 步骤一(取料)：取料1000g、水1760g，其中料的成分为：硅藻土300g、钙粉300g、滑

石粉280g、石英砂100g、纤维素20g；

[0070] 步骤二(搅拌)：先加600g水，再加1000g料，搅拌成膏状，约15分钟，用盖子盖好封

存，约20分钟后再将剩余水加入搅拌，然后用80目过滤网过滤滚涂料；

[0071] 步骤三(滚涂方法)：将调好的料依次从左向右做滚涂，不粘手、没有水光可接着滚

第二遍，需要注意的是，每遍需均匀，颜色一致，不要有料滴(流眼泪的现象)；

[0072] 步骤四(存储)：密封存于5-35℃阴凉干燥处；

[0073] 理论耗泥量：10-12平方米/升/单位(干膜60微米计)；

[0074] 实施例七

[0075] 步骤一(取料)：取料1000g、水1770g，其中料的成分为：硅藻土300g、钙粉300g、滑

石粉280g、石英砂100g、纤维素20g；

[0076] 步骤二(搅拌)：先加600g水，再加1000g料，搅拌成膏状，约15分钟，用盖子盖好封

存，约20分钟后再将剩余水加入搅拌，然后用80目过滤网过滤滚涂料；

[0077] 步骤三(滚涂方法)：将调好的料依次从左向右做滚涂，不粘手、没有水光可接着滚

第二遍，需要注意的是，每遍需均匀，颜色一致，不要有料滴(流眼泪的现象)；

[0078] 步骤四(存储)：密封存于5-35℃阴凉干燥处；

[0079] 理论耗泥量：10-12平方米/升/单位(干膜60微米计)。

[0080] 采用此种配方的墙面材料带来的好处：

[0081] 1、净化空气：

[0082] 房屋装修后地板、大芯板、沙发、家具等都可能含有挥发性游离甲醛、苯、氨、氡、

TVOC等有害物质，天然居硅藻泥可以通过数以万计的微生物小孔吸收、分解、消除，并且通

过硅藻土自身强有力的吸附力和天然净化功能，通过光合作用，分解出对人体无害的水、二

氧化碳、氧气等，能够有效抑菌、杀死空气中的有害病菌，同时，天然居硅藻泥还可以吸附各

种刺激性气味，如烟味、油烟味、臭气等；

[0083] 2、呼吸调湿：

[0084] 调湿功能是天然居硅藻泥的基本功能。当室内潮湿的时候，硅藻泥的微孔将空气

中的水份吸进去储备起来，当空气干燥的时候，将水份释放出来，随着不同季节及早晚空气

环境中的湿度变化，不断地进行吸收或呼出水份，自由调节室内空气湿度，并保持室内舒适

度在40％RH～70％RH度之间，这是人体最舒适的湿度。同时，保证室内被子，衣物不会潮湿

和墙体的发霉现象发生；

[0085] 3、寿命更长：

[0086] 硅藻泥寿命长达20年以上，不翘边、不脱落、不退色耐氧化，始终如新。传统乳胶漆

和壁纸的寿命在3～5年，就出现翘边、脱落、发黄、老化、发霉等现象，20年至少要做4次以

上。不但增加了成本和人力物力，而且每次更换都在不断地提高浓度，而重复污染室内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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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0087] 4、墙面自洁：

[0088] 硅藻土是天然的矿物质，自身不含重金属、不产生静电、所以更加不容易挂尘，能

保持长久清洁。而像乳胶漆和壁纸都是有机物，有静电，所以非常容易吸灰，硅藻泥墙面还

会释放出游离负离子能有效果消除室内静电含量；

[0089] 5、吸音降噪：

[0090] 硅藻泥的无数微孔可以吸收、阻隔音量，它的效果相当于同等厚度的水泥砂浆和

石板的2～3倍以上，同时，缩短50％的余响和声音的穿透性。如果选择硅藻泥做室内壁材，

将大大的降低了噪音的传播；

[0091] 6、隔热节能：

[0092] 硅藻泥的热传导率很低，保温隔热性能非常好，比水泥和砂浆高6倍以上。大大的

节约了电能和采暖费用。为65％的节能标准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0093] 7、防火阻燃：

[0094] 硅藻泥壁材耐1300度的高温、并且只有熔点没有燃点，遇明火绝不燃烧，不产生任

何有毒烟雾。乳胶漆和壁纸都属于有毒易燃材料，当引起火灾的时候，将产生大量的有毒气

体；

[0095] 8、色彩柔和：

[0096] 硅藻泥不但对光的吸收率很高，而且反射光线更为自然柔和，不易使眼睛疲劳，能

有效保护学龄儿童视力。天然居硅藻泥采用意大利墙面工艺技术，保护孩子在不断用眼的

同时不再受到室内杂乱光线的刺激

[0097] 综上所述，仅为本发明之较佳实施例，不以此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依本发明

专利范围及说明书内容所作的等效变化与修饰，皆为本发明专利涵盖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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