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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仿天然石材的耐污透水砖及其制备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仿天然石材的耐污透水砖

及其制备方法，本发明的耐污透水砖，包括耐污

透水面层和透水基层，所述耐污透水面层由以下

质量份数的原料制备：水泥10-15份，水性粘结剂

0.5-2份，改性细骨料65-75份，水2-4.5份、透水

剂1.5-2份和颜料3-8份；所述透水基层由以下质

量份数的原料制备：粉煤灰15-25份，水泥5-10

份，电石渣10-20份，炉渣5-15份，建筑垃圾15-20

份，透水剂2-4份，水3-8份。耐污透水面层和透水

基层的质量比为1:7.5-8.5，所述改性细骨料由

花岗岩碎片、大理石片、石英砂、硅砂中的一种或

几种的细骨料进行改性后获得。本发明透水砖具

有耐污等级高、耐磨、透水性好、强度高、成本低、

表面光滑的仿石材美观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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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仿天然石材的耐污透水砖，其特征是，包括耐污透水面层和透水基层，所述耐污

透水面层由以下质量份数的原料制备：水泥10-15份，水性粘结剂0.5-2份，改性细骨料65-

75份，水2-4.5份、透水剂1.5-2份和颜料3-8份；所述透水基层由以下质量份数的原料制备：

粉煤灰15-25份，水泥5-10份，电石渣10-20份，炉渣5-15份，建筑垃圾15-20份，透水剂2-4

份，水3-8份；

所述改性细骨料中各组分的配比为，促凝剂：水性粘结剂：细骨料=1：5：800，抗氧化剂

的掺量为水性粘结剂的0.1%-0.5%；

所述改性细骨料的制备方法是：将细骨料投入到搅拌机中，加入少量的水性粘结剂进

行搅拌，逐渐加入剩余的水性粘结剂和抗氧化剂，搅拌均匀，最后加入促凝剂继续搅拌5-10

分钟，即可得到改性细骨料。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天然石材的耐污透水砖，其特征是，所述耐污透水面层和透水

基层的质量比为1:7.5-8.5。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仿天然石材的耐污透水砖，其特征是，所述耐污透水面层和透水

基层的质量比为1:8。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天然石材的耐污透水砖，其特征是，所述改性细骨料由细骨料

进行改性后获得；

所述细骨料为花岗岩碎片、大理石片、石英砂、硅砂中的一种或几种，粒径为40-80目。

5.一种制备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天然石材的耐污透水砖的方法，其特征是，工艺步骤

如下：

（1）制备改性细骨料

将细骨料投入到搅拌机中，然后加入少量的水性粘结剂进行搅拌，逐渐加入剩余的水

性粘结剂和抗氧化剂，搅拌均匀，最后加入促凝剂继续搅拌5-10分钟，即可得到改性细骨

料；

（2）准备耐污透水面层用物料：先将水泥、改性细骨料、颜料混合拌匀，再加入水和水性

粘结剂、透水剂用搅拌机搅拌均匀，备用；

（3）准备透水基层用物料：先将粉煤灰、水泥、电石渣、炉渣、建筑垃圾搅拌混合均匀，再

加水和透水剂用搅拌机搅拌均匀，备用；

（4）成型：将步骤（2）和步骤（3）的物料送入面料布料机开始布料，模压振捣成型；

（5）成型透水砖坯进入养护窑内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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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仿天然石材的耐污透水砖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仿天然石材的耐污透水砖及其制备方法，属于建筑材料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作为海绵城市建设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路面透水砖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海绵城

市的建设大潮中，其市场前景异常广阔。透水砖具有如下优点：具有良好的透水、透气性能，

可使雨水迅速渗入地下，补充土壤水和地下水，保持土壤湿度，改善城市地面植物和土壤微

生物的生存条件；可吸收水分与热量，调节地表局部空间的温湿度，对调节城市小气候、缓

解城市热岛效应有较大的作用；可减轻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对防止公共水域的污染和处

理污水具有良好的效果；雨后不积水，雪后不打滑，方便出行；表面呈微小凹凸，防止路面反

光，吸收车辆行使时产生的噪音，可提高车辆通行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0003] 目前，在我国，大多数透水砖一般以天然碎石、建筑垃圾、矿渣废料等为主要资源。

为了使透水砖获得较好的透水性，所用颗粒的粒径不能太大，但若颗粒的粒径较小，制备出

的透水砖强度不够，透水性与强度往往两者无法兼得。而且，废混凝土颗粒的断面较粗糙，

即使是采用粒径较小的废混凝土颗粒所制备出来的透水砖，其透水性也不太好。在第一年

变化不大，但是在雨雪天气，尤其是遇到泥水时，由于泥水中的泥浆会阻塞透水砖内部的缝

隙，大大降低透水性能。透水性在第2～3年会下降50％。且当前普通透水砖面层粗糙、单调、

美观度差。因此需要开发透水性能更好的、更美观实用的透水砖。

[0004] 虽然天然石材用于铺设广场或街道，坚固耐用，但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国家对矿

山资源开采监管力度的加大和石材资源的越来越紧张，使天然石材的使用成本越来越高，

在绝大部分城市采用天然石材用于市政消费是不现实的。而透水仿石材砖的研究将克服以

上缺陷，减少了自然资源的浪费，同时极大地降低了成本。因此，研发仿天然石材的透水性

能良好的透水砖非常有必要。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解决当前普通透水砖易被污泥水等堵塞，耐磨性差、透水效果

差、美观度不足等问题，提供一种仿天然石材的耐污透水砖及其制备方法。该透水砖具有耐

污等级高、耐磨、透水性好、强度高、成本低、表面光滑的仿石材美观等优点。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仿天然石材的耐污透水砖，包括

耐污透水面层和透水基层，所述耐污透水面层由以下质量份数的原料制备：水泥10-15份，

水性粘结剂0.5-2份，改性细骨料65-75份，水2-4.5份、透水剂1.5-2份和颜料3-8份；所述透

水基层由以下质量份数的原料制备：粉煤灰15-25份，水泥5-10份，电石渣10-20份，炉渣5-

15份，建筑垃圾15-20份，透水剂2-4份，水3-8份。

[0007] 耐污透水面层和透水基层的质量比为1:7.5-8.5，优选1:8。

[0008] 所述改性细骨料由细骨料进行改性后获得；所述细骨料为花岗岩碎片、大理石片、

石英砂、硅砂中的一种或几种，粒径为40-80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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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改性细骨料中各组分的配比为，促凝剂：水性粘结剂：细骨料＝1：5：800，抗氧

化剂的掺量为水性粘结剂的0.1％-0.5％。

[0010] 所述改性细骨料的制备方法是：将细骨料投入到搅拌机中，加入少量(30％左右)

的水性粘结剂进行搅拌，逐渐加入剩余的水性粘结剂和抗氧化剂，搅拌均匀，最后加入促凝

剂继续搅拌5-10分钟，即可得到改性细骨料。

[0011] 所述水性粘结剂是:SBT-SP103E水性环氧树脂。

[0012] 制备工艺如下：

[0013] (1)制备改性细骨料

[0014] 将细骨料投入到搅拌机中，然后加入少量(30％左右)的水性粘结剂进行搅拌，逐

渐加入剩余的水性粘结剂和抗氧化剂，搅拌均匀，最后加入促凝剂继续搅拌5-10分钟，即可

得到改性细骨料。

[0015] (2)准备耐污透水面层用物料：先将水泥、改性细骨料、颜料混合拌匀，再加入水和

水性粘结剂、透水剂用搅拌机搅拌均匀，备用；

[0016] (3)准备透水基层用物料：先将粉煤灰、水泥、电石渣、炉渣、建筑垃圾搅拌混合均

匀，再加水和透水剂用搅拌机搅拌均匀，备用；

[0017] (4)成型：将步骤(2)和步骤(3)的物料送入面料布料机开始布料，模压振捣成型。

[0018] (5)成型透水砖坯进入养护窑内养护。

[0019] 各原料及指标：

[0020] 水泥：水泥强度等级为42.5级及以上的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

[0021] 颜料：颜料为无机颜料，粉末状，氧化铁系红、黄、蓝、绿、黑等。

[0022] 粉煤灰：符合《GBT  1596-2005》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0023] 电石渣：电石水解获取乙炔气后的以氢氧化钙为主要成分的废渣，含水量为8-

12％。电石泥中微量元素未超过排放标准、放射性符合建筑主体材料技术要求。

[0024] 炉渣：符合《GBT  18046-2008》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

[0025] 建筑垃圾：废弃砖、废弃混凝土块通过破碎机制备的粒径为3-5mm的骨料。

[0026] 透水剂：北京德昌伟业建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透水剂，型号：DC-C3，具有强

度高、粘接力大、添加量小、水泥用量少，成本低等优点。采用它可提高透水层的和易性，增

强透水性，提高透水砖的耐久性和后期强度。

[0027] 本发明透水砖具有如下技术指标：

[0028] 强度等级CC50，磨坑长度30mm，透水系数(15℃)大于7.5×10-2cm/s；冻融循环试验

后，外观质量无正面粘皮及缺损，无缺棱掉角、无裂纹、色差及分层等，强度损失低于14％。

使用3年后透水性能降低约3％-5％。

[0029] 本发明透水砖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30] (1)具有长时效的透水性能

[0031] 本发明透水砖通过破坏水的表面张力来透水，表面非常致密，因此，不易被灰尘堵

死，具有长时效的透水性。

[0032] (2)具有高强度和美观度

[0033] 细骨料采用水性粘接剂进行改性，提高水泥和细骨料的界面强度，同时增强透水

砖的面层强度。因此，本发明透水砖具有类似天然石材的光亮清洁的外观，又有极高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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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耐磨度。

[0034] (3)面层无污染不易堵塞

[0035] 通过对细骨料改性后，砖的表面比较光滑，其表面不会形成凹坑或凸起，因此，砖

表面容易清洗，不会有杂物堵塞毛细孔。能达到雨水蓄水，保水和净化处理的功能。通过GB/

T9780-2013评定该样品砖的耐沾污性等级为0级，面层无污染。

[0036] 透水砖面层的耐污性主要取决于其致密度的高低和表面缺陷(针孔、裂纹、凹坑

等)的多少，致密度越高，表面缺陷越少，其耐污性越好。原有的透水砖，其表面往往比较粗

糙，缺陷较多且颗粒内部存在较多气孔，这是导致耐污性差不易清洁的根本原因。本发明中

正是由于采用天然材料的细骨料，进行改性后，获得光滑的、致密度高的表面，因此具有很

好的耐污性和易清洁性。

[0037] (4)原料来源丰富，制备工艺简单易于控制，适合规模化生产，市场前景广阔。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结合具体方法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所产生的技术效果做进一步的阐述，

下述说明仅是为了解释本发明，但不以任何方式对本发明加以限制，基于本发明教导所作

的任何变换或替换，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本发明所述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本领域

常规方法。所用试剂如无特殊说明，均可以从商业途径获得。

[0039] 实施例1

[0040] 一种仿天然石材的耐污透水砖，包括耐污透水面层和透水基层，所述耐污透水面

层由以下质量份数的原料制备：水泥12份，水性粘结剂1份，改性细骨料70份，水3份、透水剂

1.5份和颜料5份；所述透水基层由以下质量份数的原料制备：粉煤灰20份，水泥8份，电石渣

15份，炉渣10份，建筑垃圾17份，透水剂3份，水5份。

[0041] 耐污透水面层和透水基层的比例为1:8。

[0042] 制备工艺如下：

[0043] (1)制备改性细骨料

[0044] 按照促凝剂：水性粘结剂：细骨料＝1：5：800、抗氧化剂的掺量为水性粘结剂的

0.3％的比例，将细骨料(花岗岩碎片，粒径为40-80目)投入到搅拌机中，然后加入少量

(30％)的水性粘结剂进行搅拌，逐渐加入剩余的水性粘结剂和抗氧化剂，搅拌均匀，最后加

入促凝剂继续搅拌5-10分钟，即可得到改性细骨料。

[0045] (2)准备耐污透水面层用物料：先将水泥、步骤(1)制备的改性细骨料、颜料混合拌

匀，再加入水和水性粘结剂、透水剂用搅拌机搅拌均匀，备用。

[0046] (3)准备透水基层用物料：先将粉煤灰、水泥、电石渣、炉渣、建筑垃圾搅拌混合均

匀，再加水和透水剂用搅拌机搅拌均匀，备用。

[0047] (4)成型：将步骤(2)和步骤(3)的物料送入面料布料机开始布料，模压振捣成型。

[0048] (5)成型透水砖坯进入养护窑内养护。

[0049] 所制备的透水砖具有如下性能指标：抗压强度55.0Mpa，磨坑长度为29mm，透水系

数(15℃)为7.5×10-2cm/s；冻融循环试验后，外观质量无正面粘皮及缺损，无缺棱掉角、无

裂纹、色差及分层等，强度损失为14％。该透水砖经使用3年后，透水系数(15℃)为7.1×10-

2cm/s，耐污等级为0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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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实施例2

[0051] 一种仿天然石材的耐污透水砖，包括耐污透水面层和透水基层，所述耐污透水面

层由以下质量份数的原料制备：水泥10份，水性粘结剂0.8份，改性细骨料65份，水2.5份、透

水剂1.5份和颜料5份；所述透水基层由以下质量份数的原料制备：粉煤灰15份，水泥5份，电

石渣15份，炉渣15份，建筑垃圾20份，透水剂3份，水5份。

[0052] 耐污透水面层和透水基层的比例为1:8。

[0053] 制备工艺如下：

[0054] (1)制备改性细骨料

[0055] 按照促凝剂：水性粘结剂：细骨料＝1：5：800、抗氧化剂的掺量为水性粘结剂的

0.4％的比例，将细骨料(大理石碎片，粒径为40-80目)投入到搅拌机中，然后加入少量

(29％)的水性粘结剂进行搅拌，逐渐加入剩余的水性粘结剂和抗氧化剂，搅拌均匀，最后加

入促凝剂继续搅拌5-10分钟，即可得到改性细骨料。

[0056] (2)准备耐污透水面层用物料：先将水泥、步骤(1)制备的改性细骨料、颜料混合拌

匀，再加入水和水性粘结剂、透水剂用搅拌机搅拌均匀，备用。

[0057] (3)准备透水基层用物料：先将粉煤灰、水泥、电石渣、炉渣、建筑垃圾搅拌混合均

匀，再加水和透水剂用搅拌机搅拌均匀，备用。

[0058] (4)成型：将步骤(2)和步骤(3)的物料送入面料布料机开始布料，模压振捣成型。

[0059] (5)成型透水砖坯进入养护窑内养护。

[0060] 所制备的透水砖具有如下性能指标：抗压强度53.0Mpa，磨坑长度为31mm，透水系

数(15℃)为8.0×10-2cm/s；冻融循环试验后，外观质量无正面粘皮及缺损，无缺棱掉角、无

裂纹、色差及分层等，强度损失为13％。该透水砖经使用3年后，透水系数(15℃)为7.6×10-

2cm/s，耐污等级为0级。

[0061] 实施例3

[0062] 一种仿天然石材的耐污透水砖，包括耐污透水面层和透水基层，所述耐污透水面

层由以下质量份数的原料制备：水泥15份，水性粘结剂1.5份，改性细骨料70份，水3.5份、透

水剂2份和颜料5份；所述透水基层由以下质量份数的原料制备：粉煤灰25份，水泥5份，电石

渣10份，炉渣10份，建筑垃圾15份，透水剂3份，水5份。

[0063] 耐污透水面层和透水基层的比例为1:8。

[0064] 制备工艺如下：

[0065] (1)制备改性细骨料

[0066] 按照促凝剂：水性粘结剂：细骨料＝1：5：800、抗氧化剂的掺量为水性粘结剂的

0.5％的比例，将细骨料(花岗岩碎片和大理石碎片等量，粒径为40-80目)投入到搅拌机中，

然后加入少量(32％)的水性粘结剂进行搅拌，逐渐加入剩余的水性粘结剂和抗氧化剂，搅

拌均匀，最后加入促凝剂继续搅拌5-10分钟，即可得到改性细骨料。

[0067] (2)准备耐污透水面层用物料：先将水泥、步骤(1)制备的改性细骨料、颜料混合拌

匀，再加入水和水性粘结剂、透水剂用搅拌机搅拌均匀，备用。

[0068] (3)准备透水基层用物料：先将粉煤灰、水泥、电石渣、炉渣、建筑垃圾搅拌混合均

匀，再加水和透水剂用搅拌机搅拌均匀，备用。

[0069] (4)成型：将步骤(2)和步骤(3)的物料送入面料布料机开始布料，模压振捣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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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5)成型透水砖坯进入养护窑内养护。

[0071] 所制备的透水砖具有如下性能指标：抗压强度56.5Mpa，磨坑长度为27mm，透水系

数(15℃)为7.7×10-2cm/s；冻融循环试验后，外观质量无正面粘皮及缺损，无缺棱掉角、无

裂纹、色差及分层等，强度损失为14％。该透水砖经使用3年后，透水系数(15℃)为7.4×10-

2cm/s，耐污等级为0级。

[0072] 对比例1

[0073]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制备仿天然石材的透水砖，不同的是，细骨料不经过改性，粉

碎后直接使用。

[0074] 对比例1制备的透水砖具有如下性能指标：抗压强度46.3Mpa，磨坑长度为33mm，透

水系数(15℃)为6.6×10-2cm/s；冻融循环试验后，外观质量无正面粘皮及缺损，无缺棱掉

角、无裂纹、色差及分层等，强度损失为16％。该透水砖经使用3年后，透水系数(15℃)为3.0

×10-2cm/s，耐污等级为2级。

[0075] 而实施例1所制备的透水砖具有如下性能指标：抗压强度55 .0Mpa，磨坑长度为

29mm，透水系数(15℃)为7.5×10-2cm/s；冻融循环试验后，外观质量无正面粘皮及缺损，无

缺棱掉角、无裂纹、色差及分层等，强度损失为14％。该透水砖经使用3年后，透水系数(15

℃)为7.1×10-2cm/s，耐污等级为0级。

[0076]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实施例1通过对细骨料进行改性，大大提高细骨料之间的粘结

强度，制备的透水砖具有较大的耐磨性和耐污性，因此，经过3年使用后，实施例1透水系数

保持率远高于对比例1。

[0077] 对比例2

[0078] 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制备仿天然石材的透水砖，不同的是，改性细骨料的水性粘接

剂改为同等质量的非水性粘结剂代替，制成参比仿天然石材透水砖。

[0079] 对比例2所制备的透水砖具有如下性能指标：抗压强度47.5Mpa，磨坑长度为32mm，

透水系数(15℃)为6.7×10-2cm/s；冻融循环试验后，外观质量无正面粘皮及缺损，无缺棱掉

角、无裂纹、色差及分层等，强度损失为15％。该透水砖经使用3年后，透水系数(15℃)为3.6

×10-2cm/s，耐污等级为2级。

[0080] 而实施例1所制备的透水砖具有如下性能指标：抗压强度55 .0Mpa，磨坑长度为

29mm，透水系数(15℃)为7.5×10-2cm/s；冻融循环试验后，外观质量无正面粘皮及缺损，无

缺棱掉角、无裂纹、色差及分层等，强度损失为14％。该透水砖经使用3年后，透水系数(15

℃)为7.1×10-2cm/s，耐污等级为0级。

[0081]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实施例1与对比例2仅粘结剂不同，所制备的透水砖具备不同

的性能。经使用3年后实施例1的透水砖其透水系数远高于对比例1的透水砖。且对比例1的

耐污等级(2级)低于实施例1(0级)。

[0082] 本发明人分析采用非水性粘结剂制备的仿天然石材透水砖透水系数、耐污性差的

原因可能是非水性粘结剂凝固后，会使得砖内部微孔结构中有粘结剂凝固后形成的毛刺，

毛刺易吸附污染物的毛细孔，从而导致其透水性及耐污性差。

[0083] 通过GB/T9780-2013评定实施例1-3和对比例1、2中制备的仿天然石材透水砖的耐

沾污性等级，评定等级如下表1所示。

[0084]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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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5] 耐沾污性等级/级 污染程度 观感色差 灰卡等级/级

0 无污染 无可觉察的色差 5

1 很轻微 有刚可觉察的色差 4

2 轻微 有较明显的色差 3

3 中等 有很明显的色差 2

4 严重 有严重的色差 1

[0086] 对比例3

[0087] 实施例1-3、对比例1-2制备的透水砖、申请号201610367940.3的实施例1的透水砖

及市售透水砖的性能指标对比。如表2所示。

[0088] 表2

[0089]

[0090] 经过比较可以看出，本发明的透水砖强度最高、耐污性能最好。本发明透水砖由于

面层致密，透水性能相比较申请号201610367940.3的透水砖略有下降，但是本发明的透水

砖使用3年后透水性能降低程度更低，该申请中透水砖使用3年后透水性能降低约15％-

16％；本发明透水砖使用3年后透水性能降低约3％-5％。而且本发明透水砖抗压强度更高，

最重要的是本发明的透水砖耐污性能与之相比提高了2级。

[0091] 由此可见，本发明透水砖与其他透水砖的相比，本发明的仿天然石材耐污透水砖

比普通透水砖抗压强度更高，耐污性更好，同时透水性好，使用3年后透水性能下降程度更

低，透水年限更长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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