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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强耐水型玻璃纤维增

强增韧石膏板及其制备方法，原料按重量份计

为：α型半水石膏1000份、二水石膏50～100份、

轻质碳酸钙10～50份、玻璃纤维100～200份、水

300～400份、铝锆偶联剂10.3～11.5份，将铝锆

偶联剂与水混合均匀，然后加入玻璃纤维，得到

表面带有疏水基团的改性玻璃纤维的溶液；所得

改性玻璃纤维的溶液加入到半水石膏、二水石膏

及轻质碳酸钙的混合物中，使半水石膏水化，搅

拌使各组分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浆体；将混合浆

体注入到模具中，脱模后的试样经养护，即得高

强耐水型玻璃纤维增强增韧石膏板。本发明所述

石膏板内部孔隙率较低，抗压强度大，防水性能

优异且具有较好的抗折、抗弯能力，可广泛用于

室内天顶与内墙的装饰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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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强耐水型玻璃纤维增强增韧石膏板，其特征在于原料按重量份计为：α型半水

石膏1000份、二水石膏50~100份、轻质碳酸钙10~50份、玻璃纤维100~200份、水300~400份、

铝锆偶联剂10.3~11.5份；

所述玻璃纤维为E-玻璃纤维；所述α型  半水石膏的横向尺寸为20～40μm，长径比为1：1

~5；所述二水石膏的纵向尺寸为100～300μm，长径比为1：5～1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耐水型玻璃纤维增强增韧石膏板，其特征在于所述

原料中的α型  半水石膏与二水石膏的合成材料来源于氨碱法纯碱厂副产的氯化钙废液和

硫酸钠。

3.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强耐水型玻璃纤维增强增韧石膏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主

要步骤如下：

步骤一、按权利要求1所述原料配比称取半水石膏、二水石膏、轻质碳酸钙、玻璃纤维、

水和铝锆偶联剂，备用；

步骤二、将铝锆偶联剂与水混合均匀，形成铝锆偶联剂溶液；将玻璃纤维均匀分散到铝

锆偶联剂溶液中，得到表面带有疏水基团的改性玻璃纤维的溶液；

步骤三、将步骤二所得改性玻璃纤维的溶液加入到半水石膏、二水石膏及轻质碳酸钙

的混合物中，使半水石膏水化，搅拌使各组分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浆体；

步骤四、将混合浆体注入到模具中，脱模后的试样经养护，即得高强耐水型玻璃纤维增

强增韧石膏板。

4.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强耐水型玻璃纤维增强增韧石膏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三中搅拌时间不大于3min。

5.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强耐水型玻璃纤维增强增韧石膏板在建筑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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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强耐水型玻璃纤维增强增韧石膏板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具体涉及一种高强耐水型玻璃纤维增强增韧石膏板及其制备方法，属于建

筑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石膏用于建筑有许多优良特性，它的硬化体绝热性能和吸音性能良好，防火性能

好，硬化时体积略有膨胀，可使硬化体表面光滑饱满，干燥时不开裂，装饰性好，可加工性好

等等。由于石膏是一种脆性基体，虽然具有优异的抗压性能，但其抗折抗弯强度低，因而需

要通过某种方式改善石膏的抗弯抗折性能。近十多年来，对石膏墙板的改性研究获得极大

的成果，改性后的石膏板在国内外得到广泛应用。我国目前生产的建筑石膏制品主要有纸

面石膏板、空心石膏条板、纤维石膏板、石膏砌块和装饰石膏制品等。但组成石膏板的半水

石膏在水化形成二水石膏的过程中会使板体内部产生大量孔隙，相比密实的石膏板，高孔

隙率的石膏板的抗压强度会大打折扣，这就限制石膏板材的进一步的推广与应用。

[0003] 专利CN  104944882A公开了一种高强耐水石膏板复合板材及其制备工艺，利用乙

醇、酚醛树脂、硅烷偶联剂与碳酸丙烯酯配制成改性液，对脱硫石膏进行改性，并在5MPa～

20MPa，90℃～200℃下热压成型，制得所述石膏板。虽然，这种改性石膏板具有较为优异的

防水性能，但其仍然以石膏作为主要的受力材料，因而其板材的抗弯抗折性能有限；而且，

这种石膏板的制备工艺复杂，需在一定温度和压力下成型，而且所用材料多，制备的成本也

比一般的石膏板高。

[0004] 专利CN86105530A发明了一种轻质高强耐水装饰石膏板的制备方法，利用聚乙烯

醇、脲醛树脂和石蜡乳液在石膏板表面形成一层防水膜，从而赋予石膏板材一定的防水能

力。但是，这种耐水石膏板的制备工艺流程复杂，且石蜡属于烷烃混合物，其熔点低，而聚乙

烯醇和脲醛树脂都属于有毒有害物质，脲醛树脂在使用过程中会向环境中释放甲醛，因而

通过该专利所述方法制得的轻质高强耐水装饰石膏板不宜用于建筑装饰。

[0005] 专利CN20140243040.4公开了一种高强石膏板的制备方法，其原理在于将单层的

石膏板做成多层复合的石膏板，在每一层中都引入玻璃纤维、植物纤维等增强增韧材料，从

而克服了传统制备工艺中石膏板本身对于增强增韧材料的限制。但是，这种复合石膏板的

生产工艺十分复杂，每一层板都由3层甚至以上的材料构成，这大大增加了实际生产成本。

此外，多层石膏板层与层之间的结合力的减弱或不足导致石膏板的损坏是使用过程中的一

种隐患。

[0006] 专利CN201320471968.3公开了一种增强玻璃纤维高强防火保温石膏板，该专利中

所述的石膏板为双层结构，一层是嵌有网格布的石膏板层和结合与石膏板基材表面的保温

层。由于石膏板基材与表面保温层的力学性质的不同，当石膏板在使用过程中受到外力的

作用导致变形时，层与层之间的应变存在差异，这种应力差异很可能导致表面保温层的剥

落。

[0007] 市场上现有的具有保温、保湿、增强增韧、防火防水等复合性能的石膏板多为多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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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石膏板，成本高、制备工艺复杂，而且这种石膏板在使用过程中易因层与层之间的力

学、热学等性质的差异导致石膏板的损坏。此外，现有的石膏板内部大多孔隙率高，石膏板

的很难达到理想的抗压强度。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而提供一种高强耐

水型玻璃纤维增强增韧石膏板及其制备方法，内部孔隙率低，结构密实，石膏板的抗压强

度、抗弯强度高，且具有较好的防水能力，方法简单易行、成本低，适合于大规模工业生产。

[0009]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提出的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10] 一种高强耐水型玻璃纤维增强增韧石膏板，其原料按重量份计为：α型半水石膏

1000份、二水石膏50～100份、轻质碳酸钙10～50份、玻璃纤维100～200份、水300～400份、

铝锆偶联剂10.3～11.5份。

[0011] 按上述方案，原料中的α半水石膏与二水石膏的合成材料来源于源于氨碱法纯碱

厂副产的氯化钙废液和硫酸钠。具体地，以氯化钙与硫酸钠为原料合成二水石膏，纯度高，

CaSO4·2H2O的含量可达99％以上，并用高纯度的二水石膏在常压水热条件下转化生产α半

水石膏。

[0012] 按上述方案，所述玻璃纤维优选E-玻璃纤维。

[0013] 按上述方案，所述α半水石膏的横向尺寸为20～40μm，长径比为1：1～5。

[0014] 按上述方案，所述二水石膏的纵向尺寸为100～300μm，长径比为1：5～15。

[0015] 本发明所述的高强耐水型玻璃纤维增强增韧石膏板的制备方法，主要步骤如下：

[0016] 步骤一、按本发明所述原料配比称取半水石膏、二水石膏、轻质碳酸钙、玻璃纤维、

水和铝锆偶联剂，备用；

[0017] 步骤二、将铝锆偶联剂与水混合均匀，形成铝锆偶联剂溶液；将玻璃纤维均匀分散

到铝锆偶联剂溶液中，得到表面带有疏水基团的改性玻璃纤维的溶液；

[0018] 步骤三、将步骤二所得改性玻璃纤维的溶液加入到半水石膏、二水石膏及轻质碳

酸钙的混合物中，使半水石膏水化，搅拌使各组分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浆体；

[0019] 步骤四、将混合浆体注入到模具中，脱模后的试样经养护，即得高强耐水型玻璃纤

维增强增韧石膏板。

[0020] 按上述方案，所述步骤三中搅拌时间控制在3min钟内完成。

[0021] 本发明的基本原理：铝锆偶联剂与水混合均匀，形成铝锆偶联剂溶液，通过在常温

下简单的混合操作加入玻璃纤维后，铝锆偶联剂改性玻璃纤维，水溶液中的部分偶联剂与

玻璃纤维表面的羟基反应，形成-Si-O-M-键(其中M为Al或Zr)，就可以在玻璃纤维表面引入

大量疏水性的偶联剂，使得玻璃纤维与改性后的二水石膏、轻质碳酸钙的相互作用力增强，

提高了石膏板内部各组分的相互结合力，该反应过程如图1所示。

[0022] 而表面带有疏水基团的改性玻璃纤维的溶液加入到半水石膏、二水石膏和轻质碳

酸钙的混合物中，铝锆偶联剂与半水石膏在水溶液中反应，半水石膏表面的羟基与偶联剂

的亲水性基团的相互作用，可以引起部分被偶联剂包覆的水滴与半水石膏的定向反应形成

二水石膏，一方面大大减少了水的用量，降低了石膏板内部的孔隙率，另一方面又恰当的在

水化生成的二水石膏表面引入偶联剂(已经形成的二水石膏表面的羟基为未成键的偶联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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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新的化学吸附位点)，从而使新生成的二水石膏表面修饰上一层铝锆偶联剂，形成表

面疏水的改性二水石膏(即新生成的二水石膏也发生改性)，提高了石膏板的防水性能；外

掺的二水石膏由于其本身具有较高的长径比，再经改性后在石膏板中可以起到一定的纤维

增强增韧的作用，且二水石膏是工业固废的合成产物，可以降低石膏板的制备成本；未完全

反应的偶联剂可以继续与轻质碳酸钙反应，使碳酸钙表面也修饰上疏水性的官能团；具体

反应过程如图2和图3所示。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4] 1、本发明所述的玻璃纤维增强增韧石膏板的内部孔隙率低，结构密实，石膏板的

抗压强度、抗弯强度高，且具有较好的防水能力，方法简单易行、成本低，适合于大规模工业

生产，在建筑房屋的内墙与屋顶等方面具有广泛的用途，在房屋的外墙装饰领域具有良好

的应用前景。

[0025] 2.本发明利用低成本的铝锆偶联剂改性玻璃纤维、二水石膏与轻质碳酸钙，使这

些高强石膏板的增强增韧材料表面修饰上一层疏水的有机官能团，大幅提高材料的防水性

能。

[0026] 3.本发明中，α-半水石膏与水反应形成二水石膏可以为未被吸附的铝锆偶联剂提

供吸附位点，使偶联剂能够尽可能多地被吸附，提高偶联剂的利用率，降低成本；而新生成

的二水石膏也由于被偶联剂吸附，具备了一定的防水能力，板材整体的防水性能也因此进

一步得到保证。

[0027] 4.本发明以氨碱法纯碱厂副产的氯化钙废液和硫酸钠为原料，制备二水石膏与半

水石膏，制备的二水石膏的长径比良好，可以部分替代玻璃纤维作为纤维增强增韧材料；二

水石膏的纯度也较高，水化后可以获得较高的强度，这种高效利用工业固废的方法可以降

低氯化钙废液对环境的污染，实现了工业副产物的高效利用，提高了工业生产的经济效益

与环境效益。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步骤二中铝锆偶联剂改性E玻璃纤维的反应过程；

[0029] 图2为步骤三中α型半水石膏与偶联剂的作用过程；

[0030] 图3为步骤三中轻质碳酸钙与偶联剂的反应过程。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发明的内容，但本发明不

仅仅局限于下面的实施例。

[0032] 下述实施例中，均利用氨碱法纯碱厂副产的氯化钙废液和硫酸钠为原料，在一定

温度下合成二水石膏，并利用常压水热法制备α型半水石膏。

[0033] 实施例1

[0034] 一种高强耐水型玻璃纤维增强增韧石膏板，其原料按重量份计为：α型半水石膏

1000份、二水石膏50份、轻质碳酸钙20份、长度为15mm的E-玻璃纤维150份、水400份、铝锆偶

联剂11份。

[0035] 上述高强耐水型玻璃纤维增强增韧石膏板的制备方法，其制备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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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步骤一、称取半水石膏1kg、二水石膏50g、轻质碳酸钙20g、15mm长E玻璃纤维150g、

水400g、铝锆偶联剂11g，备用；

[0037] 步骤二、将铝锆偶联剂加入到水中，用玻璃棒搅拌使偶联剂与水混合均匀，然后加

入玻璃纤维，继续搅拌3min使玻璃纤维分散均匀，并使偶联剂与纤维表面形成化学作用，得

到表面带有疏水基团的改性玻璃纤维的溶液；

[0038] 步骤四、将表面带有疏水基团的改性玻璃纤维的溶液加入到α型半水石膏、二水石

膏及轻质碳酸钙的混合物中，用搅拌器搅拌混合均匀5min，使半水石膏水化，并使铝锆偶联

剂与石膏表面形成化学结合，得到混合均匀的浆体；

[0039] 步骤五、将混合均匀的浆体注入40mm×40mm×160mm的模具内，1.5h后脱模，脱模

后的试样在室温下自然养护0.5h后，得高强耐水型玻璃纤维增强增韧石膏板。自然氧护

0.5h时，测试其石膏板的抗压强度为33.2MPa，抗折强度14.2MPa；两小时后测得2h绝干吸水

率为1.98％；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JCT  698-1998》所述的石膏板的软化系数测试方法测

得软化系数为0.88。

[0040] 实施例2～6

[0041] 实施例2～6中所述的高强耐水型玻璃纤维增强增韧石膏板及其制备方法，其具体

实施步骤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原料配比、制备工艺参数不同，具体如表1所示，各项性能指

标结果也如表1所示。

[0042] 表1.实施例2～6中原料配比、制备工艺参数及所得石膏板性能

[0043]

[0044] 将上述实施例结果相互对比(实施例2为空白对照组)，可知，在半水石膏用量一致

的条件下，二水石膏和玻璃纤维的加入可以使石膏板的抗折强度提升38％以上，铝锆偶联

剂的加入可以改善石膏板的防水性能，加入铝锆偶联剂后的石膏板的软化系数可提高28％

以上，吸水率也大幅降低。这说明，利用本发明所述的方法制备的增强增韧耐水型石膏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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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性能都得到明显提升。

[0045]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创造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变换，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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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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