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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人造石板材技术领域，特别是一

种人造玻璃石的制备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A.

将玻璃砂40‑70份和硅烷偶联剂搅拌至混合得到

初始玻璃砂混合料；B.将有机硅树脂5‑15份加

热，再与所述初始玻璃砂混合料混合，搅拌混合

均匀，得到次级玻璃砂包裹料；C.想料槽内加入

不饱和聚酯树脂8‑15份、固化剂1‑3份、颜填料3‑

8份、石英石料0‑30份搅拌混合均匀，得到玻璃石

预制料；D.将所述玻璃石预制料放入模框中，进

行压制成预烧板，再将所述预烧板放入固化炉内

进行固化，出炉得到以废弃可回收制得的物玻璃

砂为主要石料的人造玻璃石，所述人造玻璃石的

制备方法保证了产品质量的同时节约了矿石资

源，又降低了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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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人造玻璃石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A.将玻璃砂40-70份和硅烷偶联剂1-3份加入料槽内，搅拌至混合均匀，得到初始玻璃

砂混合料；

B.将改性有机硅树脂5-15份加热至30-50℃后，加入料槽内，与所述初始玻璃砂混合料

混合，搅拌混合均匀，得到次级玻璃砂包裹料；

C.向料槽内次级玻璃砂包裹料中，加入不饱和聚酯树脂8-15份、固化剂1-3份、颜填料

3-8份、石英石料0-30份搅拌混合均匀，得到玻璃石预制料；

D.将所述玻璃石预制料放入模框中，进行压制成预烧板，再将所述预烧板放入固化炉

内进行固化，出炉得到所述人造玻璃石；

所述玻璃砂的大小为26-120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造玻璃石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A中搅拌

混合方式为低速搅拌1-2分钟；低速时搅拌机的工作频率为10-20赫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造玻璃石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B中搅拌

混合方式为低速搅拌4-6分钟，接着高速搅拌1-3分钟；低速时搅拌搅拌机的工作频率为10-

20赫兹；高速搅拌时搅拌机的工作频率为40-60赫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造玻璃石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C中搅拌

混合方式为慢速搅拌2-4分钟，接着快速搅拌1-3分钟；慢速搅拌时搅拌机的工作频率为10-

20赫兹；快速搅拌时搅拌机的工作频率为40-60赫兹。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造玻璃石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D中所述

固化炉对所述预烧板进行固化的温度范围为：100-13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造玻璃石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石英粉的大小

为300-450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造玻璃石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改性有机硅树

脂为高度交联的网状结构的聚有机硅氧烷。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造玻璃石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不饱和聚酯树

脂是由不饱和二元酸二元醇或者饱和二元酸不饱和二元醇缩聚而成的具有酯键和不饱和

双键的线型高分子化合物。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造玻璃石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硅烷偶联剂为

γ―甲基丙烯酰氧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造玻璃石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化剂为过

氧化2-乙基己酸叔丁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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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人造玻璃石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人造石板材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人造玻璃石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人造石的生产和销售日渐成熟完善，人造石通常是指人造石实体面材、人

造石石英石、人造石岗石等，人造石的类型繁多，不同类型的人造石，其成分也不尽相同。但

是目前多部分的人造石英石的生产中，都是由70-95％的石英和树脂、色料及其他调节、粘

接或固化剂等助剂，在真空、高温和高压下制造人造石英石的。人造石英石中石英砂和石英

粉是通过采矿将矿产破碎而来，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如果人造石英石的主要石料只采用石

英砂或石英粉，制造成本会很高，且人造石英石的装饰效果和材料性能不高。

[0003] 现有技术中为了控制人造石英石的生产成本，节约矿物资源，也会在人造石的制

备中加入碎玻璃，碎玻璃与石英砂或份直接混合，再制备人造石；但是为了保证碎玻璃的装

饰效果和制备出的人造石有良好的性能，玻璃砂不可以破碎得过细，常用的碎玻璃砂的棱

角比较多，导致物料的流动性很差，再压制成石板时，会出现石板表面高低不平，或内部受

力不均匀出现材料质地不均匀，石板厚度无法达到一致，压制出的石板也容易出现开裂，或

者掉剥离颗粒的情况，因此目前的人造石无法将玻璃砂作为人造石主要石料的成份来制备

人造石产品。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缺陷，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将玻璃砂作为人造石主要石料成份，

且能提高人造玻璃石的产品质量的制备方法。

[0005] 为达此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人造玻璃石的制备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

[0007] A.将玻璃砂40-70份和硅烷偶联剂1-3份加入料槽内，搅拌至混合均匀，得到初始

玻璃砂混合料；

[0008] B.将有机硅树脂5-15份加热至30-50℃后，加入料槽内，与所述初始玻璃砂混合料

混合，搅拌混合均匀，得到次级玻璃砂包裹料；

[0009] C.想料槽内加入不饱和聚酯树脂8-15份、固化剂1-3份、颜填料3-8份、石英石料0-

30份搅拌混合均匀，得到玻璃石预制料；

[0010] D.将所述玻璃石预制料放入模框中，进行压制成预烧板，再将所述预烧板放入固

化炉内进行固化，出炉得到所述人造玻璃石。

[0011] 更优的，所述步骤A中搅拌混合方式为低速搅拌1-2分钟；低速时搅拌机的工作频

率为10-20赫兹。

[0012] 更优的，所述步骤B中搅拌混合方式为低速搅拌4-6分钟，接着高速搅拌1-3分钟；

低速时搅拌搅拌机的工作频率为10-20赫兹；高速搅拌时搅拌机的工作频率为40-60赫兹。

[0013] 更优的，所述步骤C中搅拌混合方式为慢速搅拌2-4分钟，接着快速搅拌1-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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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速搅拌时搅拌机的工作频率为10-20赫兹；快速搅拌时搅拌机的工作频率为40-60赫兹。

[0014] 具体的，所述步骤D中所述固化炉对所述预烧板进行固化的温度范围为：100-130

℃。

[0015] 搅拌机在不同的制备步骤是工作频率不一样，再结合具体的搅拌时间，可以保证

搅拌效果能使得玻璃砂的流动性更好，且又不会应为搅拌过度破坏了形成的网状聚合物，

从而保证了玻璃砂不会掉落，也使得制备过程更加高效精准，产品质量更高。

[0016] 更优的，所述玻璃砂的26-120目；所述石英石料为石英粉，所述石英粉的大小为

300-450目；玻璃砂和石英石料的大小可以进一步提高所述人造玻璃石在制备过程中的流

动性和提高产品质量，因此进一步限定玻璃砂和石英石料的大小对提高所述人造玻璃石的

质量有很大的意义。

[0017] 更优的，所述改性有机硅树脂为高度交联的网状结构的聚有机硅氧烷；使得所述

有机硅树脂中的连接在硅原子上的乙烯基数量更多，更多的乙烯基能与不饱和聚酯树脂中

含有的苯乙烯形成更加丰富的网状聚合物，从而进一步增加玻璃砂与所述人造玻璃石本体

之间粘附作用，避免所述人造玻璃石出现掉剥离颗粒的情况，进一步提高了所述人造玻璃

石的产品质量。

[0018] 更优的，所述不饱和聚酯树脂是由不饱和二元酸二元醇或者饱和二元酸不饱和二

元醇缩聚而成的具有酯键和不饱和双键的线型高分子化合物；该线型高分子化合物内含部

分苯乙烯，且其含有苯乙烯能更加快速的与上述硅原子上的乙烯基发生加成反应，进而加

快了混合反应速度，也使得网状聚合物形成更加快速丰富。

[0019] 具体的，所述硅烷偶联剂为γ―甲基丙烯酰氧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本发明的技

术方案中加入了大量的玻璃砂，采用一般的偶联剂无法保证所述人造玻璃石的粘结性，粘

结性不够时，玻璃砂之间的流动性也会降低，玻璃砂也容易脱落，因此采用上述特殊的硅烷

偶联剂，硅烷偶联剂对于无机材料之间的填充和增粘效果更好，经过多次实验发现γ―甲

基丙烯酰氧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应用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中效果最佳。

[0020] 具体的，所述固化剂为过氧化2-乙基己酸叔丁酯。

[0021] 本发明提出一种人造玻璃石的制备方法，其主要石料为玻璃砂，为了避免避免大

量的玻璃砂在制备过程中出现流动性差的情况，在所述人造玻璃石的组分中加入了所述改

性有机硅树脂和所述不饱和聚酯树脂，以玻璃砂为主要石料，将改性有机硅树脂作为包裹

物，覆盖碎玻璃表面，降低其表面张力，从而增加其流动性，设计加成反应体系，又将改性有

机硅树脂中硅原子上连接的乙烯基与不饱和聚酯树脂中含有的苯乙烯形成网状聚合物，从

而使得玻璃砂能够牢固粘结在产品上，避免出现开裂及掉玻璃颗粒的情况；此外，进一步进

行玻璃石配方的组分含量的优化设计，从而获得以废弃可回收制得的物玻璃砂为主要石料

的人造玻璃石，有效克服了在现有人造石产品及制备工艺中，因碎玻璃砂的棱角比较多，导

致物料的流动性差，会出现高低不平，厚度不一致，易开裂，掉玻璃粒的情况，使得玻璃能回

收利用，并大量应用于人造石，节约了矿石资源，又降低了人造石的生产成本，在人造石的

生产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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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一种人造玻璃石，其包括如下质量份的组分：石英石料、玻璃砂、改性有机硅树脂、

不饱和聚酯树脂、硅烷偶联剂、固化剂和颜填料。

[0024] 其制备方法为如下：

[0025] 其制备方法为如下：

[0026] A.将玻璃砂和硅烷偶联剂加入料槽内，低速搅拌1分钟，搅拌至混合均匀，得到初

始玻璃砂混合料；

[0027] B.将有机硅树脂加热至40℃后，加入料槽内，与所述初始玻璃砂混合料混合，低速

搅拌5分钟，接着高速搅拌2分钟，搅拌混合均匀，得到次级玻璃砂包裹料；

[0028] C.向料槽内次级玻璃砂包裹料中，加入不饱和聚酯树脂、固化剂、颜填料、石英石

料，慢速搅拌3分钟，接着快速搅拌2分钟，搅拌混合均匀，得到玻璃石预制料；

[0029] D.将所述玻璃石预制料放入模框中，进行压制成预烧板，再将所述预烧板放入固

化炉内，在120℃下进行固化，出炉得到所述人造玻璃石。

[0030] 所述玻璃砂的大小为26-150目时产品质量更好；所述石英石料为石英粉，所述石

英粉的大小为200-450目时产品质量更好；所述步骤A中低速时搅拌机的工作频率为10-20

赫兹；所述步骤B中低速时搅拌搅拌机的工作频率为10-20赫兹；高速搅拌时搅拌机的工作

频率为40-60赫兹；所述步骤C中慢速搅拌时搅拌机的工作频率为10-20赫兹；快速搅拌时搅

拌机的工作频率为40-60赫兹。

[0031] 具体的，下述实施例中所述玻璃砂的大小为80目；所述石英石料为石英粉，所述石

英粉的大小为325目；所述步骤A中低速时搅拌机的工作频率为10赫兹；所述步骤B中速时搅

拌搅拌机的工作频率为10赫兹；高速搅拌时搅拌机的工作频率为50赫兹；所述步骤C中慢速

搅拌时搅拌机的工作频率为10赫兹；快速搅拌时搅拌机的工作频率为50赫兹。

[0032] 所述改性有机硅树脂为高度交联的网状结构的聚有机硅氧烷；所述不饱和聚酯树

脂是由不饱和二元酸二元醇或者饱和二元酸不饱和二元醇缩聚而成的具有酯键和不饱和

双键的线型高分子化合物；所述硅烷偶联剂为γ―甲基丙烯酰氧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所

述固化剂为过氧化2-乙基己酸叔丁酯。

[0033] 根据上述组分和制备方法，调整各组份之间的配比，获得不同的玻璃石，并对产品

进行对比，具体如下表：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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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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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0037] 上述实施例中将石英石料的份数范围控制在0-30份的范围内，时为了保证所述人

造玻璃石的石料中主要是玻璃砂，而不是像现有技术中石英杀或石英粉的用料量比玻璃砂

多。

[0038] 从上表中实施例1-7可以看出，当其他组分份数不变时，玻璃砂的份数在40-70份

的范围内可以保证生产出的产品的表面平整，无开裂，玻璃砂无掉落。

[0039] 从上表中实施例4和8-11可以看出，当其他组分份数不变时，改性有机硅树脂的份

数在5-10份的范围内可以保证生产出的产品的表面平整，无开裂，玻璃砂无掉落。

[0040] 从上表中实施例4和12-15可以看出，当其他组分份数不变时，不饱和聚酯树脂的

份数在5-10份的范围内可以保证生产出的产品的表面平整，无开裂，玻璃砂无掉落。

[0041] 从上表中实施例16-23可以看出，当其他组分份数不变时，所述硅烷偶联剂和固化

剂的份数在1-3份的范围内可以保证生产出的产品的表面平整，无开裂，玻璃砂无掉落。

[0042] 从上表中实施例18和22可以看出，当其他组分份数不变时，改性有机硅树脂和不

饱和聚酯树脂的份数在指定的份数范围内可以保证生产出的产品的表面平整，无开裂，玻

璃砂无掉落；当两者任意一项缺少或超出规定范围值，均会出现产品质量问题。

[0043] 上表中实施例24为本发明中最优实施例，其中颜填料的分量决定了产品的外观色

泽，对产品的平整、开裂和玻璃砂掉落等质量指标没关联，可根据色彩需要自信决定添加份

数。

[0044] 综上所述，以上实施例和对比结果表明，本发明提出一种人造玻璃石的制备方法，

其主要石料为玻璃砂，为了避免避免大量的玻璃砂在制备过程中出现流动性差的情况，在

所述人造玻璃石的组分中加入了所述改性有机硅树脂和所述不饱和聚酯树脂，以玻璃砂为

主要石料，将改性有机硅树脂作为包裹物，覆盖碎玻璃表面，降低其表面张力，从而增加其

流动性，设计加成反应体系，又将改性有机硅树脂中硅原子上连接的乙烯基与不饱和聚酯

树脂中含有的苯乙烯形成网状聚合物，从而使得玻璃砂能够牢固粘结在产品上，避免出现

开裂及掉玻璃颗粒的情况；此外，进一步进行玻璃石配方的组分含量的优化设计，从而获得

以废弃可回收制得的物玻璃砂为主要石料的人造玻璃石，有效克服了在现有人造石产品及

制备工艺中，因碎玻璃砂的棱角比较多，导致物料的流动性差，会出现高低不平，厚度不一

致，易开裂，掉玻璃粒的情况，使得玻璃能回收利用，并大量应用于人造石，节约了矿石资

源，又降低了人造石的生产成本，在现有的人造石基础上增加了人造石的材料分类和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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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在人造石的生产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

[0045] 以上结合具体实施例描述了本发明的技术原理。这些描述只是为了解释本发明的

原理，而不能以任何方式解释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制。基于此处的解释，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不需要付出创造性的劳动即可联想到本发明的其它具体实施方式，这些方式都将落入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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