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510940219.4

(22)申请日 2015.12.1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88294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6.23

(73)专利权人 沈阳利盟生态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 110400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经济开发

区

(72)发明人 杨敏　肖飞　许壮志　薛健　张挽　

张福林　刘晓新　

(74)专利代理机构 沈阳维特专利商标事务所

(普通合伙) 21229

代理人 甄玉荃

(51)Int.Cl.

C04B 28/14(2006.01)

C04B 38/08(2006.01)

C04B 14/08(2006.01)

C04B 20/02(2006.01)

C04B 41/68(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1857412 A,2010.10.13,

CN 101265069 A,2008.09.17,

CN 105585299 A,2016.05.18,

CN 104895206 A,2015.09.09,

CN 101913834 A,2010.12.15,

CN 101922215 A,2010.12.22,

审查员 王浩

 

(54)发明名称

一种生态吊顶板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一种生态吊顶板，由基体及面层两部分构

成。其基体采用一定比例的脱硫石膏、硅藻土、粉

煤灰、生石灰、高效复合防水剂、引气剂、萘系高

效减水剂及耐碱玻璃纤维。方法是经过加水调成

浆料、浇筑成型、自然养护；其面层采用脱硫石

膏、改性硅藻土、生石灰、托玛琳粉、羟丙甲基纤

维素、高效复合防水剂、萘系高效减水剂，经过加

水调成浆料、喷涂在静养后基体表面，经过自然

养护即得生态吊顶板。在面层配方中辅以适当的

色料，即可制得不同颜色的生态吊顶板；结合喷

墨打印技术，即可制得图案可定制的生态吊顶

板。本发明采用自然养护，能耗低；大量消耗固体

废弃物脱硫石膏和粉煤灰；具有释放负氧离子、

降低PM2.5、调节湿度、吸收和降解有害气体、吸

音、保温、防火等功能，且颜色、图案可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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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态吊顶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吊顶板的原料采用经过120℃-150℃煅烧的半水

脱硫石膏，与水反应生成二水石膏，为针状晶体，相互交错产生大量孔隙，所述吊顶板是由

基体及面层两部分构成：

进一步地，所述基体是由下述原料按重量百分比配制：

脱硫石膏：50％-60％；

硅藻土：20％-30％；

粉煤灰：3％-13％；

生石灰：5％-15％；

高效复合防水剂：0.5％-1％；

引气剂：0.5％-1％；

萘系高效减水剂：0.3％-0.8％；

6mm-8mm耐碱玻璃纤维：0.2％-0.7％；

进一步地，所述面层是由下述原料按重量百分比配制：

脱硫石膏：50％-70％；

改性硅藻土：20％-30％；

生石灰：8％-17％；

托玛琳粉：1％-2％；

羟丙甲基纤维素：0.3％-0.5％；

萘系高效减水剂：0.2％-0.3％；

高效复合防水剂：0.3％-0.4％。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吊顶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吊顶板基体原料的具体含量按重

量百分比配制：

脱硫石膏：60％；

硅藻土：20％；

粉煤灰：13％；

生石灰：5％；

高效复合防水剂：0.5％；

引气剂：0.5％；

萘系高效减水剂：0.3％；

6mm-8mm耐碱玻璃纤维：0.7％；

所述吊顶板面层原料的具体含量按重量百分比配制：

脱硫石膏：70％；

改性硅藻土：20％；

生石灰：8％；

托玛琳粉：1％；

羟丙甲基纤维素：0.5％；

萘系高效减水剂：0.2％；

高效复合防水剂：0.3％。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吊顶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吊顶板基体原料的具体含量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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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百分比配制：

脱硫石膏：50％；

硅藻土：30％；

粉煤灰：3％；

生石灰：15％；

高效复合防水剂：0.5％；

引气剂：0.5％；

萘系高效减水剂：0.8％；

6mm-8mm耐碱玻璃纤维：0.2％；

所述吊顶板面层原料的具体含量按重量百分比配制：

脱硫石膏：50％；

改性硅藻土：30％；

生石灰：17％；

托玛琳粉：2％；

羟丙甲基纤维素：0.5％；

萘系高效减水剂：0.2％；

高效复合防水剂：0.3％。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吊顶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吊顶板基体原料的具体含量按重

量百分比配制：

脱硫石膏：55％；

硅藻土：25％；

粉煤灰：9.5％；

生石灰：8％；

高效复合防水剂：0.8％；

引气剂：0.7％；

萘系高效减水剂：0.5％；

6mm-8mm耐碱玻璃纤维：0.5％；

所述吊顶板面层原料的具体含量按重量百分比配制：

脱硫石膏：60％；

改性硅藻土：25％；

生石灰：12％；

托玛琳粉：2％；

羟丙甲基纤维素：0.5％；

萘系高效减水剂：0.2％；

高效复合防水剂：0.3％。

5.制备如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所述的生态吊顶板的方法，所述基体是按下述方法制

备：按照配方比例称取上述原料，经混凝土搅拌机搅拌均匀4-6min，加入适当比例的水继续

搅拌3min，浇筑入模具中，刮平，常温常压下静养30min，即得生态吊顶板基体；

所述面层是由下述步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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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用机械力活化法制备改性硅藻土，具体工艺如下：

将所选用的白色硅藻土与纳米二氧化钛以重量比为99︰1的配料加入行星式球磨机中，

其中，分散剂为三乙醇胺，添加量为总配料重量的1％，球料重量比为3︰1，研磨时间为

30min-90min，即得到改性硅藻土；

(2)将所述面层原料加入适量的水，经过卧式球磨机混料10min-20min、陶瓷喷釉机均

匀喷涂在生态吊顶板基体表面，经过自然养护12h-48h即得生态吊顶板；

(3)将所述步骤(2)生态吊顶板结合陶瓷喷墨打印技术，制备图案可定制的生态吊顶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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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态吊顶板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到新型建筑材料制备技术领域和资源化综合利用技术领域，具体地说

是涉及到一种生态吊顶板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关于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问题，随着我国对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日益重

视，利用工业固体废弃物制备高附加值新型材料已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家发改委

发布了《“十二五”资源综合利用指导意见》和《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实施方案》，确定以堆

存量大、资源化潜力大、环境影响广泛的固体废弃物的高效利用为资源综合利用重点发展

领域。各省、市也分别制定了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相关政策，均把发展节能利废的新

材料、新工艺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鼓励利用各种工业废渣为原料开发生产高

附加值的新型材料。

[0003] 脱硫石膏与粉煤灰均为工业固体废弃物，但若得到科学高效的利用，即可变废为

宝，替代天然石膏与工业水泥，实现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

[0004] 关于室内空气污染的问题，室内空气污染物主要存在状态为颗粒物和有害气体。

(1)颗粒物：颗粒物根据其在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不同，分为细颗粒物和粗颗粒

物。细颗粒物，即PM2.5是指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与

较粗的大气颗粒物相比，PM2.5粒径小，面积大，活性强，易附带有毒、有害物质(例如，重金

属、微生物等)，且在大气中的停留时间长、输送距离远，因而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的

影响更大。据报道，室内PM2.5吸入量是室外的4倍。2013年10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

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报告，首次认定PM2.5致癌。(2)有害气体：随着经济条件的增长，室内

装饰越来越精致，大量新型装饰材料和日用化学品进入人们的生活，增加了室内空气污染

的来源及种类。例如：乳胶漆、壁纸、地板、家具等均会挥发甲醛、苯、二甲苯等TVOC有害气

体，并且挥发期长达15年以上，居住在这样的环境中，会出现头晕、头痛、嗜睡、食欲不振、恶

心等症状，严重时可损伤肝脏和造血系统，甚至致癌。

[0005] 由于室内空气污染日益严重及人们对污染物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发明具有降低室

内污染物的建筑装饰材料尤为迫切。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生态建材。生态建材又称

绿色建材、环保建材和健康建材等，分为：节能型、利废环保型、安全舒适型、保健型。具有节

能环保、保温、去除异味，调节湿度，隔音、吸音、释放负氧离子、发射远红外线等功能，符合

国家节能环保政策，满足人们对室内环境健康和保健的需求。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下述技术方案：一种生态吊顶板，原料采用经过120

℃-150℃煅烧的半水脱硫石膏，与水反应生成二水石膏，为针状晶体，相互交错产生大量孔

隙，具有调节空气湿度、吸收有害气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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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本发明基体原料采用吉林长白一级硅藻土，硅藻特殊的多孔结构和超大的比表面

积使生态吊顶板具有调节空气湿度、吸收有害气体功能。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基体配方中引入引气剂，制备的生态吊顶板具有轻质、吸音、保温

功能。

[0010] 本发明面层原料采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白色硅藻土，经过机械力活化法改性，增

加了生态吊顶板降解甲醛等有害气体的功能。

[0011] 进一步地，所述面层原料引入托玛琳粉，赋予生态吊顶板释放负氧离子、去除

PM2.5、发射远红外线功能；

[0012] 本发明原料主要为为无机材料，具有防火阻燃效果。

[0013] 上述生态吊顶板的制备方法采用自然养护，无需烧结或蒸压养护，既节约了能源，

又简化了制备工艺。并结合陶瓷喷墨打印技术，实现图案可定制。

[0014] 一种生态吊顶板，是由基体及面层两部分构成，其中基体是由下述原料按重量百

分比配制：

[0015] 脱硫石膏：50％-60％；

[0016] 硅藻土：20％-30％；

[0017] 粉煤灰：3％-13％；

[0018] 生石灰：5％-15％；

[0019] 高效复合防水剂：0.5％-1％；

[0020] 引气剂：0.5％-1％；

[0021] 萘系高效减水剂：0.3％-0.8％；

[0022] 6mm-8mm耐碱玻璃纤维：0.2％-0.7％。

[0023] 基体是按下述方法制备：按照配方比例称取上述原料，经混凝土搅拌机搅拌均匀

4-65min，加入适当比例的水继续搅拌3min，浇筑入模具中，刮平，常温常压下静养30min，即

得生态吊顶板基体。

[0024] 所述面层是由下述原料按重量百分比配制：

[0025] 脱硫石膏：50％-70％

[0026] 改性硅藻土：20％-30％

[0027] 生石灰：8％-17％

[0028] 托玛琳粉：1％-2％

[0029] 羟丙甲基纤维素：0.3％-0.5％

[0030] 萘系高效减水剂：0.2％-0.3％

[0031] 高效复合防水剂：0.3％-0.4％。

[0032] 面层是由下述步骤得：

[0033] (1)采用机械力活化法制备改性硅藻土，具体工艺如下：

[0034] 将所选用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白色硅藻土与纳米二氧化钛以重量比为99︰1的配

料加入行星试球磨机中。其中，分散剂为三乙醇胺，添加量为总配料重量的1％，球料重量比

为3︰1，研磨时间为30min-90min，即得到改性硅藻土。

[0035] (2)将步骤(1)改性硅藻土等上述组分加入适量的水，经过卧式球磨机混料10min-

20min、陶瓷喷釉机均匀喷涂在生态吊顶板基体表面，经过自然养护12h-48h即得生态吊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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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

[0036] (3)所述步骤(2)生态吊顶板结合陶瓷喷墨打印技术，制备图案可定制的生态吊顶

板。

[0037] 本发明采用的脱硫石膏是工业副产品，经过140℃-160℃煅烧处理。

[003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及特点在于：

[0039] 1、本发明利用工业固体废弃物脱硫石膏和粉煤灰，用量约占原料的重量百分比

60％；

[0040] 2、本发明配方中创新性引入功能性原料，使其具有释放负氧离子、降低PM2.5、发

射远红外线、降解有害气体功能；

[0041] 3、本发明采取自然养护工艺，极大降低能源消耗；

[0042] 4、本发明实现了生态吊顶板图案可定制功能。

[0043] 5、本发明与已有技术相比，在配方及工艺上进行了创新性提升，使脱硫石膏和粉

煤灰变废为宝，同时使生态吊顶板兼具了节能环保、健康与保健、装饰等功效。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实施例一：

[0045] 1.基体原料按重量百分比配制：

[0046] 脱硫石膏：60％

[0047] 硅藻土：20％

[0048] 粉煤灰：13％

[0049] 生石灰：5％

[0050] 高效复合防水剂：0.5％

[0051] 引气剂：0.5％

[0052] 萘系高效减水剂：0.3％

[0053] 6mm-8mm耐碱玻璃纤维：0.7％

[0054] 基体的制备方法：按照配方比例称取上述原料，经混凝土搅拌机搅拌均匀(约

5min)，加入适当比例的水继续搅拌3min，浇筑入模具中，刮平，常温常压下静养30min，即得

生态吊顶板基体。

[0055] 2.面层原料按重量百分比配制：：

[0056] 脱硫石膏：70％

[0057] 改性硅藻土：20％

[0058] 生石灰：8％

[0059] 托玛琳粉：1％

[0060] 羟丙甲基纤维素：0.5％

[0061] 萘系高效减水剂：0.2％

[0062] 高效复合防水剂：0.3％

[0063] 面层的制备方法：

[0064] (1)采用机械力活化法制备改性硅藻土，具体工艺如下：

[0065] 将所选用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白色硅藻土与纳米二氧化钛以重量比为99︰1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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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加入行星试球磨机中。其中，分散剂为三乙醇胺，添加量为总配料重量的1％，球料重量比

为3︰1，研磨时间为30min，即得到改性硅藻土。

[0066] (2)将步骤(1)改性硅藻土等上述组分加入适量的水，经过卧式球磨机混料10min、

陶瓷喷釉机均匀喷涂在生态吊顶板基体表面，经过自然养护12h即得生态吊顶板。

[0067] (3)将步骤(2)生态吊顶板结合陶瓷喷墨打印技术，制备图案可定制的生态吊顶

板。

[0068] 实施例二：

[0069] 1.基体原料按重量百分比配制：

[0070] 脱硫石膏：50％

[0071] 硅藻土：30％

[0072] 粉煤灰：3％

[0073] 生石灰：15％

[0074] 高效复合防水剂：0.5％

[0075] 引气剂：0.5％

[0076] 萘系高效减水剂：0.8％

[0077] 6mm-8mm耐碱玻璃纤维：0.2％

[0078] 基体的制备方法：按照配方比例称取上述原料，经混凝土搅拌机搅拌均匀(约

5min)，加入适当比例的水继续搅拌3min，浇筑入模具中，刮平，常温常压下静养30min，即得

生态吊顶板基体。

[0079] 2.面层原料按重量百分比配制：

[0080] 脱硫石膏：50％

[0081] 改性硅藻土：30％

[0082] 生石灰：17％

[0083] 托玛琳粉：2％

[0084] 羟丙甲基纤维素：0.5％

[0085] 萘系高效减水剂：0.2％

[0086] 高效复合防水剂：0.3％

[0087] 面层的制备方法：

[0088] (1)采用机械力活化法制备改性硅藻土，具体工艺如下：

[0089] 将所选用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白色硅藻土与纳米二氧化钛以重量比为99︰1的配

料加入行星试球磨机中。其中，分散剂为三乙醇胺，添加量为总配料重量的1％，球料重量比

为3︰1，研磨时间为90min，即得到改性硅藻土。

[0090] (2)将步骤(1)改性硅藻土等上述组分加入适量的水，经过卧式球磨机混料20min、

陶瓷喷釉机均匀喷涂在生态吊顶板基体表面，经过自然养护48h即得生态吊顶板。

[0091] (3)步骤(2)生态吊顶板结合陶瓷喷墨打印技术，制备图案可定制的生态吊顶板。

[0092] 实施例三

[0093] 基体原料按重量百分比配制：

[0094] 脱硫石膏：55％

[0095] 硅藻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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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6] 粉煤灰：9.5％

[0097] 生石灰：8％

[0098] 高效复合防水剂：0.8％

[0099] 引气剂：0.7％

[0100] 萘系高效减水剂：0.5％

[0101] 6mm-8mm耐碱玻璃纤维：0.5％

[0102] 基体的制备方法：按照配方比例称取上述原料，经混凝土搅拌机搅拌均匀(约

5min)，加入适当比例的水继续搅拌3min，浇筑入模具中，刮平，常温常压下静养30min，即得

生态吊顶板基体。

[0103] 2.面层原料按重量百分比配制：

[0104] 脱硫石膏：60％

[0105] 改性硅藻土：25％

[0106] 生石灰：12％

[0107] 托玛琳粉：2％

[0108] 羟丙甲基纤维素：0.5％

[0109] 萘系高效减水剂：0.2％

[0110] 高效复合防水剂：0.3％

[0111] 面层的制备方法：

[0112] (1)采用机械力活化法制备改性硅藻土，具体工艺如下：

[0113] 将所选用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白色硅藻土与纳米二氧化钛以重量比为99︰1的配

料加入行星试球磨机中。其中，分散剂为三乙醇胺，添加量为总配料重量的1％，球料重量比

为3︰1，研磨时间为60min，即得到改性硅藻土。

[0114] (2)将步骤(1)改性硅藻土等上述组分加入适量的水，经过卧式球磨机混料15min、

陶瓷喷釉机均匀喷涂在生态吊顶板基体表面，经过自然养护36h即得生态吊顶板。

[0115] (3)将步骤(2)生态吊顶板结合陶瓷喷墨打印技术，制备图案可定制的生态吊顶

板。

[0116] 上述实施例中的基体原料采用吉林长白一级硅藻土，硅藻特殊的多孔结构和超大

的比表面积使生态吊顶板具有调节空气湿度、吸收有害气体功能。

[0117] 上述实施例中的脱硫石膏是沈阳热电厂湿法脱硫产生的工业副产品，

[0118] 经过140℃-160℃煅烧处理。

[0119] 生态吊顶板的性能测试如下表所示：

[0120]

[012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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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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