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227526.6

(22)申请日 2019.03.25

(71)申请人 营口盼盼硅藻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115000 辽宁省营口市沿海产业基地

新联大街东1号

(72)发明人 赵勇　张毅　史秀艳　赵福宇　

马燕妮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晟睿智杰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11603

代理人 于淼

(51)Int.Cl.

C09D 1/00(2006.01)

C09D 5/14(2006.01)

C09D 7/61(2018.01)

E04F 13/02(2006.01)

 

(54)发明名称

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及其生产施工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及

其生产施工方法，所述壁材为粉状，包括以下重

量份的原料：硅藻土15-35份，锐钛型纳米二氧化

钛0.5-2.5份，钛白粉5-20份，轻质碳酸钙0-70.7

份，胶粉8-35.2份，纤维素醚0.5-1 .5份，消泡剂

0.1-0.3份，抗菌剂0.1-0.5份，颜料0.1-5份。其

中，所述硅藻土的粒径小于15μm。本发明的壁材

中所用硅藻土为超细硅藻土，所用颜料、填料为

环保超细颜料，涂层色光柔和，手感细腻；本发明

的产品可用于机械喷涂，使用范围广；本发明为

粉状产品，运输方便，运输成本低，采用纸箱内衬

塑料袋包装，包装成本低，塑料袋热合密闭，有利

于物料长期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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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其特征在于，所述壁材为粉状，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

其中，所述硅藻土的粒径小于15μ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

其中，所述硅藻土的粒径小于10μ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其特征在于，所述锐钛型纳米二氧化钛

为改性的锐钛型纳米二氧化钛，粒径小于100n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其特征在于，所述胶粉为醋酸乙烯酯胶

粉、聚丙烯酸酯胶粉、醋酸乙烯酯胶粉的改性物或复合物、聚丙烯酸酯胶粉的改性物或复合

物中的至少之一。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其特征在于，所述纤维素醚为羟丙基甲

基纤维素、或羟乙基纤维素，粘度在3500-4500mPa.s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其特征在于，所述消泡剂为固体粉状有

机硅消泡剂。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其特征在于，所述抗菌剂为粉状抗菌

剂，包括：1,2-苯并异噻唑啉-3-酮或纳米银中的至少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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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其特征在于，所述颜料为氧化铁颜料或

酞青颜料，颜料颗粒的粒径小于18μm。

9.一种权利要求1至8任一所述的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的生产施工方法，包括步骤：

将各重量份的原料加入到粉体混合器中，搅拌混合均匀，得到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

在施工现场，室温条件下，按照重量份数比为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水＝1:1.4-1:2.2

的比例将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缓慢加入到水中，用齿盘式手动搅拌器搅拌搅拌均匀；

熟化1-2小时；

用80-120目不锈钢丝网或尼龙丝网过滤；

过滤后的浆体采用高压无气喷涂机喷涂，均匀喷涂两遍，第一遍干燥后，再喷涂第二

遍，经过两遍喷涂后的涂层干膜厚度为0.2-0.3mm，干燥后得到硅藻土内墙壁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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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及其生产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装饰材料技术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以超细硅藻土、纳米二氧化钛

为主要功能成分的生态型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及其生产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室内装饰装修方兴未艾，由此带来

的室内空气污染呈加剧态势，加之大气污染和人类活动(如吸烟、烹饪)等因素的影响，导致

室内空气污染更加严重，面对室内空气污染的严峻形势和民众与日俱增的环境质量诉求，

降低室内空气有害物浓度，保证室内空气质量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绿色建材应运而生。

[0003] 当前，市场销售的内墙壁材主要有乳胶漆、壁纸、瓷砖、硅藻泥。乳胶漆和油漆相

比，虽然有机溶剂的含量大幅减少，但是仍含有5％左右的有机溶剂，这些可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VOC)，尤其是醇醚和醇酯类化合物，对人体健康危害较大，按照我国涂料行业首家财

经媒体(涂界)正式发布的统计数据估算，2017年国内涂料总产量约为3000万吨，其中乳胶

漆产量约为1200万吨，内墙用乳胶漆约为1000万吨，乳胶漆中的VOC按3％计，VOC约为30万

吨。乳胶漆储存和运输温度一般需要在0℃以上，低温储运有可能造成产品性能降低甚至报

废；以聚氯乙烯作为基料的壁纸含有增塑剂，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还有卷边和发霉等问

题；瓷砖重量大，造价高，应用范围小，一般只在厨房和卫生间使用；硅藻泥不含甲醛、苯、甲

苯、二甲苯、VOC、水溶性重金属等有害物，且具有呼吸调试、净化空气、抗菌防霉的生态功能

性，但是，由于硅藻泥装饰壁材是湿法上墙，手工制作，施工效率低，施工人员需要特殊培

训，人工成本高，不适应大工程施工需要，还有硅藻泥涂层外观不够平整，手感不够细腻。

[0004] 因此，亟需提供一种新型内墙壁材。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及其生产施工方法。

[000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所述壁材为粉状，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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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0008] 其中，所述硅藻土的粒径小于15μm。

[0009] 可选的，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

[0010]

[0011] 其中，所述硅藻土的粒径小于10μm。

[0012] 可选的，所述锐钛型纳米二氧化钛为改性的锐钛型纳米二氧化钛，粒径小于

100nm。

[0013] 可选的，所述胶粉为醋酸乙烯酯胶粉、聚丙烯酸酯胶粉、醋酸乙烯酯胶粉的改性物

或复合物、聚丙烯酸酯胶粉的改性物或复合物中的至少之一。

[0014] 可选的，所述纤维素醚为羟丙基甲基纤维素、或羟乙基纤维素，粘度在3500-

4500mPa.s之间。

[0015] 可选的，所述消泡剂为固体粉状有机硅消泡剂。

[0016] 可选的，所述抗菌剂为粉状抗菌剂，包括：1,2-苯并异噻唑啉-3-酮或纳米银中的

至少一种。

[0017] 可选的，所述颜料为氧化铁颜料或酞青颜料，颜料颗粒的粒径小于18μm。

[0018] 基于同一发明思想，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的生产施工方法，

包括步骤：

[0019] 将各重量份的原料加入到粉体混合器中，搅拌混合均匀，得到粉状硅藻土内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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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0020] 在施工现场，室温条件下，按照重量份数比为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水＝1:1.4-1:

2.2的比例将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缓慢加入到水中，用齿盘式手动搅拌器搅拌搅拌均匀；

[0021] 熟化1-2小时；

[0022] 用80-120目不锈钢丝网或尼龙丝网过滤；

[0023] 过滤后的浆体采用高压无气喷涂机喷涂均匀，喷涂两遍，第一遍干燥后，再喷涂第

二遍，经过两遍喷涂后的涂层干膜厚度为0.2-0.3mm，干燥后得到硅藻土内墙壁材。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的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及其生产施工方法，至少实

现了如下的有益效果：

[0025] 1)本发明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组分中所用硅藻土为超细硅藻土，所用颜料、填料

为环保超细颜料，涂层色光柔和，手感细腻。

[0026] 2)本发明不含甲醛、苯、甲苯、二甲苯、VOC、水溶性重金属等有害物，且具有呼吸调

试、净化空气、抗菌防霉的生态功能性的优点。

[0027] 3)本发明的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自身无害，并且具有主动改善环境的生态功能

性。和乳胶漆相比，本发明为粉状产品运输方便，包装运输成本低。本发明为粉状产品，采用

纸箱内衬塑料袋包装，包装成本低，塑料袋热合密闭，有利于物料长期储存，储运不受环境

温度限制。

[0028] 4)在现场施工时将本发明所述粉状产品加水搅拌成浆状，采用机械喷涂工艺施

工，可以实现墙面装饰的无缝连接，墙面整体更加美观，施工效率提高5-8倍，施工人员不需

要做特殊的技能培训，大大地降低了人工成本。

[0029] 5)本发明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打成浆状，在墙面上喷涂2遍，涂层的干膜厚度约为

0.2-0.3mm，墙体负荷小，装修成本低。每kg本发明所述产品可涂装8-10平方米墙面，材料消

耗少，成本低。

[0030] 当然，实施本发明的任一产品必不特定需要同时达到以上所述的所有技术效果。

[0031] 通过以下参照附图对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例的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其它特征及其

优点将会变得清楚。

附图说明

[0032] 被结合在说明书中并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的附图示出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并且连

同其说明一起用于解释本发明的原理。

[0033] 图1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的生产施工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现在将参照附图来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各种示例性实施例。应注意到：除非另外具

体说明，否则在这些实施例中阐述的部件和步骤的相对布置、数字表达式和数值不限制本

发明的范围。

[0035] 以下对至少一个示例性实施例的描述实际上仅仅是说明性的，决不作为对本发明

及其应用或使用的任何限制。

[0036] 对于相关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已知的技术、方法和设备可能不作详细讨论，但在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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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情况下，所述技术、方法和设备应当被视为说明书的一部分。

[0037] 在这里示出和讨论的所有例子中，任何具体值应被解释为仅仅是示例性的，而不

是作为限制。因此，示例性实施例的其它例子可以具有不同的值。

[0038] 实施例1：

[0039]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所述壁材为粉状，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

料：

[0040]

[0041] 其中，所述硅藻土的粒径小于15μm。

[0042] 上述原料组分中含有硅藻土组分，利用硅藻土大比表面、多孔的特性和结构造孔

作用，赋予本发明所述产品大比表面、多空的特性，使得本发明所述产品具有呼吸调湿、净

化空气、抗菌防霉、防火阻燃、保温隔热、吸音降噪的生态功能性。

[0043] 本发明中可通过微米级粉碎机进行粉碎达到超细硅藻土要求的粒径，微米级粉碎

机是利用空气动力学原理，通过对流场的精密设计，使物料粉碎到微米级，个别物料可粉碎

至亚微米级，将硅藻土的粒径粉碎到15μm以下时不但手感细腻而且能够实现机械喷涂。

[0044] 本发明所述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的大量内孔表面具有吸附甲醛、苯、甲苯、二甲

苯、VOC等功能，其中的微孔更具有类似化学吸收的吸附作用，不易脱附。本发明所述产品在

室内空气湿度大时吸收水汽，室内空气湿度小时释放水汽，可自发地将室内空气湿度控制

在40％-70％的湿度区间内，在这个区间内，不易滋生霉菌。

[0045] 上述组分中含有纳米二氧化钛，可在自然光乃至无光室内条件下催化氧化分解甲

醛、苯、甲苯、二甲苯、VOC等有害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可选的，所述锐钛型纳米二氧化钛为

改性的锐钛型纳米二氧化钛，粒径小于100nm。采用水热合成法，以非定型二氧化硅含量

90％以上的，经850-950℃助熔焙烧后，粉碎成粒径小于10μm的硅藻土作为载体，硅藻土上

负载的纳米二氧化钛的质点粒径小于100nm，通过硅藻土载体所含有的硅、钙、铁、铝、镁、

铜、锌、磷、钾、钠等元素的协同作用，对纳米二氧化钛进行改性。经过改性的锐钛型纳米二

氧化钛分解有害物的能力大大提高。

[0046] 上述组分中含有轻质碳酸钙，现有技术的壁材中大多采用重质碳酸钙，由于轻质

碳酸钙的沉降体积(2.4-2.8mL/g)比重质碳酸钙的沉降体积(1.1-1.4mL/g)大，所以本发明

的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在熟化后浆料分布更均匀，喷涂也更均匀，有利于机械喷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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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本发明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组分中，含有的胶粉、纤维素醚遇火燃烧时，产生的一

氧化碳会被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中的大量微孔表面吸附，同时释放出水汽，阻断燃烧反应

链，起到防火阻燃作用。可选的，所述胶粉为醋酸乙烯酯胶粉、聚丙烯酸酯胶粉、醋酸乙烯酯

胶粉的改性物或复合物、聚丙烯酸酯胶粉的改性物或复合物中的至少之一。可选的，所述纤

维素醚为羟丙基甲基纤维素、或羟乙基纤维素，粘度在3500-4500mPa .s之间,粘度低于

3500mPa .s，添加量大，成本高，粘度高于4500mPa .s，温度较高时，粘度下降明显，施工时浆

体粘度低导致流挂。

[0048] 可选的，所述消泡剂为固体粉状有机硅消泡剂。

[0049] 上述组分中含有抗菌剂，具有广谱快速杀菌功能，且长效持久。可选的，所述抗菌

剂为粉状抗菌剂，包括：1,2-苯并异噻唑啉-3-酮(BIT)或纳米银中的至少一种。

[0050] 可选的，所述颜料为氧化铁颜料或酞青颜料，颜料颗粒的粒径小于18μm。

[0051] 本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的生产施工方法，包括步骤：

[0052] 步骤101：将上述各重量份的原料加入到粉体混合器中，搅拌混合均匀，得到粉状

硅藻土内墙壁材；

[0053] 步骤102：在施工现场，室温条件下，按照重量份数比为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水＝

1:1.4-1:2.2的比例将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缓慢加入到水中，用齿盘式手动搅拌器搅拌搅

拌均匀；

[0054] 步骤103：熟化1-2小时；

[0055] 步骤104：用80-120目不锈钢丝网或尼龙丝网过滤；

[0056] 步骤105：过滤后的浆体采用高压无气喷涂机喷涂，均匀喷涂两遍，第一遍干燥后，

再喷涂第二遍，经过两遍喷涂后的涂层干膜厚度为0.2-0 .3mm，干燥后得到硅藻土内墙壁

材。

[0057] 上述生产过程中，无废水废渣。粉体混合采用密闭操作系统，产生的粉尘经布袋除

尘器净化，气体达标排放，粉尘回收循环使用。相关人员佩戴劳保用品，防止噪声污染，生产

使用过程环保无污染。

[0058] 现有技术中的硅藻土粒径较大，粒径均在20μm以上，不能够实现机械喷涂，发明人

创造性的发现当硅藻土采用超细硅藻土，粒径在15μm以下，且其它原料在水中均可以均匀

分散粒径较小的情况下，可以实现机械喷涂，和硅藻泥相比，施工效率提高5-8倍，施工人员

也不需要做特殊的技能培训，大大地降低了人工成本。

[0059] 本发明的硅藻土内墙壁材，每年全国可减排VOC约30万吨，节约资金约15亿元，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显著。

[0060] 本发明的硅藻土内墙壁材为粉体产品，运输方便，按照料水比1:2计，在施工现场，

每kg粉体产品可制得3kg浆体产品，运输成本只是乳胶漆的三分之一，运输成本低，每kg浆

体可涂装3-3.5㎡墙体，粉体产品售价按照30元计，每㎡墙体使用本发明所述产品涂装材料

成本仅为3元，成本低。

[0061] 本发明的硅藻土内墙壁材自身无害，且具有呼吸调湿和净化空气的生态功能性，

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市场前景广阔。

[0062] 本发明所述产品为粉状产品，采用纸箱内衬塑料袋包装，包装成本低，塑料袋热合

密闭，有利于物料长期储存，储运不受环境温度限制。和硅藻泥相比，保留了不含甲醛、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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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苯、二甲苯、VOC、水溶性重金属等有害物，且具有呼吸调试、净化空气、抗菌防霉的生态功

能性的优点。

[0063] 在施工现场将本发明所述粉状产品加水搅拌成浆状，采用机械喷涂工艺施工，和

壁纸相比，可以实现墙面装饰的无缝连接，墙面整体更加美观。本发明所述产品打成浆状，

在墙面上喷涂2遍，涂层的干膜厚度约为0.2-0.3mm，和瓷砖相比，墙体负荷小，装修成本低。

每kg本发明所述产品可涂装8-10平方米墙面，和硅藻泥相比，材料消耗少，成本低。本发明

所述产品组分中所用硅藻土为超细硅藻土，所用颜料、填料为环保超细颜料，涂层色光柔

和，手感细腻。

[0064] 实施例2：

[0065]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所述壁材为粉状，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

料：

[0066]

[0067] 其中，所述硅藻土的粒径小于15μm。

[0068] 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的生产施工方法按照实施例1中的方法实施。

[0069] 实施例3：

[0070]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所述壁材为粉状，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

料：

[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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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2] 其中，所述硅藻土的粒径小于15μm。

[0073] 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的生产施工方法按照实施例1中的方法实施。

[0074] 实施例4：

[0075]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所述壁材为粉状，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

料：

[0076]

[0077] 其中，所述硅藻土的粒径小于15μm。

[0078] 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的生产施工方法按照实施例1中的方法实施。

[0079] 实施例5：

[0080]

[0081] 其中，所述硅藻土的粒径小于10μm。

[0082] 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的生产施工方法按照实施例1中的方法实施。

[0083] 实施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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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

[0085] 其中，所述硅藻土的粒径小于10μm。

[0086] 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的生产施工方法按照实施例1中的方法实施。

[0087] 实施例7：

[0088]

[0089] 其中，所述硅藻土的粒径小于10μm。

[0090] 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的生产施工方法按照实施例1中的方法实施。

[0091] 实施例8：

[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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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3]

[0094] 其中，所述硅藻土的粒径小于10μm。

[0095] 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的生产施工方法按照实施例1中的方法实施。

[0096] 通过上述实施例可知，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的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及其

生产施工方法，至少实现了如下的有益效果：

[0097] 1)本发明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组分中所用硅藻土为超细硅藻土，所用颜料、填料

为环保超细颜料，涂层色光柔和，手感细腻。

[0098] 2)本发明不含甲醛、苯、甲苯、二甲苯、VOC、水溶性重金属等有害物，且具有呼吸调

试、净化空气、抗菌防霉的生态功能性的优点。

[0099] 3)本发明的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自身无害，并且具有主动改善环境的生态功能

性。和乳胶漆相比，本发明为粉状产品运输方便，包装运输成本低。本发明为粉状产品，采用

纸箱内衬塑料袋包装，包装成本低，塑料袋热合密闭，有利于物料长期储存，储运不受环境

温度限制。

[0100] 4)在现场施工时将本发明所述粉状产品加水搅拌成浆状，采用机械喷涂工艺施

工，可以实现墙面装饰的无缝连接，墙面整体更加美观，施工效率提高5-8倍，施工人员不需

要做特殊的技能培训，大大地降低了人工成本。

[0101] 5)本发明粉状硅藻土内墙壁材打成浆状，在墙面上喷涂2遍，涂层的干膜厚度约为

0.2-0.3mm，墙体负荷小，装修成本低。每kg本发明所述产品可涂装8-10平方米墙面，材料消

耗少，成本低。

[0102] 虽然已经通过例子对本发明的一些特定实施例进行了详细说明，但是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应该理解，以上例子仅是为了进行说明，而不是为了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应该理解，可在不脱离本发明的范围和精神的情况下，对以上实施例进行修改。本发

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来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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