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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瓷砖及其铺装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房屋建筑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瓷

砖及其铺装方法。本发明所述瓷砖的侧边设有高

度为瓷砖厚度的1/2‑2/3，深度为1.5‑2.5mm的台

阶（1）；所述的瓷砖分为单双数列瓷砖，单数列瓷

砖的台阶为上台阶，双数列台阶为下台阶；台阶

两个侧边上涂有粘结层，粘结层外有与瓷砖匹配

的多孔层。通过在瓷砖侧面设置台阶，然后涂抹

粘结层，粘结层外侧黏结多孔层，为瓷砖的热胀

冷缩提供空间，同时便于施工，免除清理过程。同

时提供该瓷砖的铺装方法，该方法施工简单，不

需要额外填充美缝剂，且免除清理过程，易于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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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瓷砖，其特征在于，所述瓷砖的侧边设有台阶（1）；所述台阶的高度为瓷砖厚度

的1/2‑2/3；台阶的深度为1.5‑2.5mm；所述的瓷砖分为单双数列瓷砖，单数列瓷砖的台阶为

上台阶，双数列瓷砖的台阶为下台阶；台阶两个侧边上涂有粘结层，粘结层外有与瓷砖匹配

的多孔层；

所述的多孔层，原料Ⅰ包括：硅丙乳液30‑40份、聚乙二醇油酸酯4‑5份、改性硅酸盐20‑

30份、硬脂酸锌或硬脂酸钙2‑5份、颜料10‑15份、聚酯多元醇5‑10份；原料Ⅱ为碳酸钙、1，1，

1，2，3‑ 五氟丙烷和  1，1‑  二氟乙烷的重量比为：2‑8:1‑2:1‑3；所述的原料Ⅰ与原料Ⅱ的质

量比为10: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瓷砖，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多孔层的加工方法，将原料Ⅰ搅拌均

匀，封装待用，原料Ⅱ单独封装待用；在加工瓷砖时，将原料Ⅱ加入到原料Ⅰ中，混合均匀，黏

附在瓷砖的侧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瓷砖，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粘结层为：防水粘结剂。

4.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瓷砖的铺装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设有台阶（1）的瓷砖，台阶侧边涂抹粘结层；

（2）将多孔层的原料Ⅰ、Ⅱ混合均匀，在步骤（1）的瓷砖的台阶上黏附一层多孔层；

（3）多孔层完全固化后24小时；

（4）按照单数列、双数列交叉进行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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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瓷砖及其铺装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房屋建筑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瓷砖及其铺装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家庭装修中所追求的健康、环保、美观也更加极致，

而瓷砖美缝就是家装中衍生出的一项服务。瓷砖美缝顾名思义就是对瓷砖之间的缝隙进行

美化，不过瓷砖美缝不仅仅是让地面看起来更加美观，而且还有比较实际的用途。比如在厨

房和卫生间这些区域，污渍一般比较多，瓷砖之间的缝隙最容易发霉变黑，时间久了就会滋

生细菌，影响家人健康。尤其在南方经常下雨的地区以及气候潮湿的时候，瓷砖缝就更容易

发霉，因此这样以来瓷砖美缝就很有必要了。

[0003] 在瓷砖美缝前，需要进行瓷砖缝隙的清理，并用小铲子给瓷砖细缝铲出2毫米深的

凹槽，再用小毛刷清理干净。完成上个步骤后，就可以开始瓷砖美缝的施工了。先用小锥子

打开美缝剂瓶口，安装上胶枪，这样就可沿着瓷砖缝隙开始上美缝剂。美缝完就用刮板将瓷

砖缝隙的美缝剂刮平，再将瓷砖缝隙周围的美缝剂清理干净。施工完成等瓷砖表面的美缝

剂完全固化，24小时后即可正常使用。

[0004] 瓷砖美缝存在的问题包括过程难清理，同时使用过程中会随着清扫过程部分脱

落，影响美观，另外美缝剂还有添加剂，不环保，不利于身体健康。

发明内容

[0005] 瓷砖由于室内温差等环境的变化，施工时需要保留缝隙，缝隙内容易残留垃圾，随

着人民生活要求的提高，美缝剂产生，但是其存在清理困难的问题，对此，本发明提供了一

种瓷砖，通过在瓷砖侧面设置台阶，然后涂抹粘结层，粘结层外侧黏结多孔层，为瓷砖的热

胀冷缩提供空间，同时便于施工，免除清理过程。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瓷砖，所述瓷砖的侧边设有台阶1；所述台阶的高度为瓷砖厚度的1/2‑2/3；台

阶的深度为1.5‑2.5mm；所述的瓷砖分为单双数列瓷砖，单数列瓷砖的台阶为上台阶，双数

列台阶为下台阶；台阶两个侧边上涂有粘结层，粘结层外有与瓷砖匹配的多孔层。

[0008] 所述的多孔层，原料Ⅰ包括：硅丙乳液30‑40份、聚乙二醇油酸酯4‑5份、改性硅酸盐

20‑30份、硬脂酸锌或硬脂酸钙2‑5份、颜料10‑15份、聚酯多元醇5‑10份；原料Ⅱ为碳酸钙、

1，1，1，2，3‑ 五氟丙烷和  1，1‑  二氟乙烷的重量比为：2‑8:1‑2:1‑3；所述的原料Ⅰ与原料Ⅱ

的质量比为10:1。

[0009] 所述的多孔层的加工方法，将原料Ⅰ搅拌均匀，封装待用，原料Ⅱ单独封装待用；在

加工瓷砖时，将原料Ⅱ加入到原料Ⅰ中，混合均匀，黏附在瓷砖的侧边。

[0010] 所述的粘结层为：防水粘结剂。

[0011] 上述任一瓷砖的铺装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2] （1）设有台阶1的瓷砖，台阶侧边涂抹粘结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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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2）将多孔层的原料Ⅰ、Ⅱ混合均匀，在步骤（1）的瓷砖的台阶上黏附一层多孔层；

[0014] （3）多孔层完全固化后24小时；

[0015] （4）按照单数列、双数列交叉进行铺装。

[0016] 本发明采用台阶以及粘结层辅助固定多孔层，同时多孔层中各个原料相互作用，

1，1，1，2，3‑ 五氟丙烷、1，1‑  二氟乙烷作为发泡剂作用于聚酯多元醇、硅丙乳液、聚乙二醇

油酸酯，实现多孔结构，硬脂酸钙、碳酸钙提供发泡的位点，实现细密发泡，获得小气泡；改

性硅酸盐与其他原料作用，提升多孔层整体的强度；同时多孔层的原料在发泡的过程中可

以与粘结层结合，另外多孔层与台阶配合，实现与瓷砖更好的粘合。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瓷砖结构示意图；其中1、台阶；

[0018] 图2为实施例1铺设后瓷砖的刨面图；

[0019] 图3为单数列瓷砖示意图；

[0020] 图4为双数列瓷砖示意图。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2] （1）施工简单

[0023] 本发明的瓷砖施工简单，不需要额外填充美缝剂，且免除清理过程，易于操作。

[0024] （2）使用寿命长

[0025] 通过多孔层发泡过程结构的变化，实现多孔层的高强度，同时多孔层与台阶配合，

实现多孔层与粘结层与瓷砖的结合，从何提高使用寿命。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实施例1

[0027] 多孔层的制备：

[0028] 原料Ⅰ包括：硅丙乳液300g、聚乙二醇油酸酯40g、改性硅酸盐200g份、硬脂酸锌或

硬脂酸钙20g份、颜料100g、聚酯多元醇50g；原料Ⅱ为碳酸钙40g、1，1，1，2，3‑ 五氟丙烷20g

和  1，1‑ 二氟乙烷20g；

[0029] 将710g原料Ⅰ搅拌均匀，封装待用，71g原料Ⅱ单独封装待用。

[0030] 一种瓷砖的铺装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1] （1）单数列瓷砖的侧边设有高度为瓷砖高度1/2,深度为1.5mm的上台阶，双数列瓷

砖的侧边设有高度为瓷砖高度1/2,深度为1.5mm的下台阶，上、下台阶侧边涂抹0.08mm防水

粘结剂；

[0032] （2）将多孔层的原料Ⅰ、Ⅱ混合均匀，在步骤（1）的瓷砖台阶上黏附一层1.5  mm厚的

多孔层；

[0033] （3）多孔层完全固化后24小时；

[0034] （4）按照单数列、双数列交叉进行铺装。

[0035] 实施例2

[0036] 多孔层的制备：

[0037] 原料Ⅰ包括：硅丙乳液400g、聚乙二醇油酸酯50g、改性硅酸盐300g、硬脂酸锌或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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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酸钙50g、颜料150g、聚酯多元醇100g；

[0038] 原料Ⅱ为碳酸钙80g、1，1，1，2，3‑ 五氟丙烷20g和  1，1‑ 二氟乙烷30g。

[0039] 将1050g原料Ⅰ搅拌均匀，封装待用，105g原料Ⅱ单独封装待用。

[0040] 一种瓷砖的铺装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1] （1）单数列瓷砖的侧边设有高度为瓷砖高度2/3,深度为2.5  mm的上台阶，双数列

瓷砖的侧边设有高度为瓷砖高度1/3,深度为2.5mm的下台阶，上、下台阶侧边涂抹0.05mm防

水粘结剂；

[0042] （2）将多孔层的原料Ⅰ、Ⅱ混合均匀，在步骤（1）的瓷砖台阶上黏附一层2.5  mm厚的

多孔层；

[0043] （3）多孔层完全固化后24小时；

[0044] （4）按照单数列、双数列交叉进行铺装。

[0045] 实施例3

[0046] 多孔层的制备：

[0047] 原料Ⅰ包括：硅丙乳液350g、聚乙二醇油酸酯45g、改性硅酸盐245g、硬脂酸锌或硬

脂酸钙30g、颜料120g、聚酯多元醇70g；

[0048] 原料Ⅱ为碳酸钙50g、1，1，1，2，3‑ 五氟丙烷16g和  1，1‑ 二氟乙烷20g；

[0049] 将860g原料Ⅰ搅拌均匀，封装待用，86g原料Ⅱ单独封装待用。

[0050] 一种瓷砖的铺装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1] （1）单数列瓷砖的侧边设有高度为瓷砖高度2/3,深度为2  mm的上台阶，双数列瓷

砖的侧边设有高度为瓷砖高度1/3,深度为2  mm的下台阶，上、下台阶侧边涂抹0.05mm防水

粘结剂；

[0052] （2）将多孔层的原料Ⅰ、Ⅱ混合均匀，在步骤（1）的瓷砖台阶上黏附一层2  mm厚的多

孔层；

[0053] （3）多孔层完全固化后24小时；

[0054] （4）按照单数列、双数列交叉进行铺装。

[0055] 对比例1

[0056] 多孔层的制备：

[0057] 原料Ⅰ包括：硅丙乳液300g、聚乙二醇油酸酯40g、改性硅酸盐200g份、硬脂酸锌或

硬脂酸钙20g份、颜料100g、聚酯多元醇50g；原料Ⅱ为碳酸钙40g、1，1，1，2，3‑ 五氟丙烷20g

和  1，1‑ 二氟乙烷20g；

[0058] 将710g原料Ⅰ搅拌均匀，封装待用，71g原料Ⅱ单独封装待用。

[0059] 一种瓷砖的铺装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0] （1）瓷砖，两侧涂抹一层0.05mm厚的防水粘结剂；

[0061] （2）将多孔层的原料Ⅰ、Ⅱ混合均匀，在步骤（1）的瓷砖外侧黏附一层1  mm厚的多孔

层；

[0062] （3）多孔层完全固化后24小时，铺装。

[0063] 对比例2

[0064] 多孔层的制备：

[0065] 原料Ⅰ包括：硅丙乳液350g、聚乙二醇油酸酯45g、改性硅酸盐245g、硬脂酸锌或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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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酸钙30g、颜料120g、聚酯多元醇70g；

[0066] 原料Ⅱ为碳酸钙50g、1，1，1，2，3‑ 五氟丙烷16g和  1，1‑ 二氟乙烷20g；

[0067] 将860g原料Ⅰ搅拌均匀，封装待用，86g原料Ⅱ单独封装待用。

[0068] 一种瓷砖的铺装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9] （1）单数列瓷砖的侧边设有高度为瓷砖高度2/3,深度为2  mm的上台阶，双数列瓷

砖的侧边设有高度为瓷砖高度1/3,深度为2  mm的下台阶；

[0070] （2）将多孔层的原料Ⅰ、Ⅱ混合均匀，在步骤（1）的瓷砖台阶上黏附一层2  mm厚的多

孔层；

[0071] （3）多孔层完全固化后24小时；

[0072] （4）按照单数列、双数列交叉进行铺装。

[0073] 对比例3

[0074] 一种瓷砖的铺装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5] （1）将两块瓷砖铺设好，留2mm缝隙；

[0076] （2）瓷砖缝隙的清理，并用小铲子给瓷砖细缝铲出2毫米深的凹槽，再用小毛刷清

理干净；

[0077] （3）沿着瓷砖缝隙开始上建材市场购买的常用美缝剂；

[0078] （4）用刮板将瓷砖缝隙的美缝剂刮平，再将瓷砖缝隙周围的美缝剂清理干净；

[0079] （5）等瓷砖表面的美缝剂完全固化后24小时，即可正常使用。

[0080] 实施效果例

[0081] 一、根据国标GB  18583‑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的要求检

测实施例1‑3的粘结层与多孔层；粘结层按照标准中水基型检测，多孔层按照标准中溶剂型

检测；表1为溶剂型胶黏剂中有害物质限量值；表2为水基型胶黏剂中有害物质限量值。按照

标准中规定的方法，得到本申请实施例1‑3的粘结层与多孔层符合国标GB  18583‑2008室内

装饰装修材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的限量要求。

[0082] 表1溶剂型胶黏剂中有害物质限量值

[0083]

[0084] 表2为水基型胶黏剂中有害物质限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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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5]

[0086] 二、冷热及摩擦考察

[0087] 将实施例1‑3及对比例1‑3在同一厂房内施工，每个实施例的实施区域为20平方

米，每日用吸水拖把清扫，每五日，扫上沙子，采用瓷砖表面摩擦十遍，然后清扫干净；每十

日用热水冲刷瓷砖，然后迅速0℃水降温。

[0088] 结果：对比例3的美缝剂经过5个半月出现翘皮；对比例1、2的经过1年时间，有些许

缺失；实施例1‑3的瓷砖的填充物经过两年时间还保持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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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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