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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花岗岩锯泥制备花

岗岩装饰板材的制备方法，包括表层料配置、表

层料成型、基层料配置、基层料成型、复合料二次

成型、产品养护，本发明采用花岗岩固体废弃物

所加工生产的机制细沙和石粉，替代石英砂和石

英粉，在实现大宗应用花岗岩锯泥、消除环境影

响的基础上，还能有效降低了产品成本；本产品

一次成型后，产品外观无龟裂、结构变形、稳定性

极佳，同时还拥有RPC复合材料的高强度、高抗

折、低吸水率、耐酸碱、耐火耐候等优点，各项指

标均优于天然石材，产品使用寿命达到50年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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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花岗岩锯泥制备花岗岩装饰板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表层料配置：表层料由以下质量份的材料组成：PO42.5白/普通硅酸盐水泥90-110

份、花岗岩水洗细沙50-130份、花岗岩石粉10-30份、Fe3O4磁铁矿粉2-5份、硅酸铝1-3份、无

机氧化色料0.5-10份；

(2)表层料成型：按照步骤(1)的配比选取表层材料，将上述材料充分混合后，加入占

PO42.5白/普通硅酸盐水泥重量的20-30％清水，将材料充分拌合成粘稠糊状后，倒入模具

内进行摊铺，摊铺平均厚度不大于3mm，摊铺后双激振器平台振捣，振捣时间不小于60秒，然

后置于45℃恒温室内初养15分钟；

(3)基层料配置：基层料由以下质量份的材料组成：PO42.5普通硅酸盐水泥90-110份、

铁合金硅灰20-30份、玻化微珠6-8份、碳纤维0.05-0.2份、镀铜钢纤维1.5-4.5份、花岗岩水

洗细沙110-120份、花岗岩石粉25-37份、聚羧酸减水剂2-3份、消泡剂0.3-1.0份；

(4)基层料成型：按照步骤(3)的配比选取基层材料，将材料中的PO42.5普通硅酸盐水

泥、铁合金硅灰、玻化微珠、花岗岩石粉按重量混合后，进入密闭搅拌器中进行不少于3min

拌合；然后加入疏松后的碳纤维、镀铜钢纤维以及花岗岩水洗细沙再次进行不少于2min拌

合；随后将清洁水和聚羧酸减水剂、消泡剂预先投入到容器内，其中水胶比为0.22，进行充

分拌合后，加入已干拌均匀的混合材料中，最后进行不少于4.5min的高速拌合，形成高粘性

拌合物；

(5)复合料二次成型：将步骤(4)制备的拌合物注入已完成表层材料流平的模具内；然

后将模具送至双振幅高频激振平台振捣2min，形成高密度的复合板基材；

(6)产品养护：将步骤(5)振捣成型的产品连同模具送入45度恒温初养室养护22小时，

初养完成后，转入85度恒温蒸养室进行48小时蒸养；蒸养完成后静置于常温状态下带构件

自然降温至室温，即可脱模打包出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花岗岩锯泥制备花岗岩装饰板材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表层料组分由以下质量份的材料组成：PO42.5白/普通硅酸盐水泥100份、花岗岩水

洗细沙90份、花岗岩石粉20份、Fe3O4磁铁矿粉3份、硅酸铝1.5份、无机氧化色料5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花岗岩锯泥制备花岗岩装饰板材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基层料组分由以下质量份的材料组成：PO42.5普通硅酸盐水泥100份、铁合金硅灰

25份、玻化微珠7.5份、碳纤维0.1份、镀铜钢纤维3份、花岗岩水洗细沙115份、花岗岩石粉32

份、聚羧酸减水剂2.5份、消泡剂0.6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花岗岩锯泥制备花岗岩装饰板材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表层料中花岗岩水洗细沙为40-120目，花岗岩石粉为200目，Fe3O4磁铁矿粉为200

目，硅酸铝为200目，无机氧化色料为200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花岗岩锯泥制备花岗岩装饰板材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基层料中，玻化微珠为150目，花岗岩水洗细沙为18-120目，花岗岩石粉为200-350

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花岗岩锯泥制备花岗岩装饰板材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表层料组分中无机氧化色料为非有机颜料，包括氧化铁红、氧化铬绿、氧化铁黄、二

氧化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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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花岗岩锯泥制备花岗岩装饰板材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板材制备技术领域，具体是指一种利用花岗岩锯泥制备花岗岩装饰板

材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天然花岗岩在切割过程中，将会产生5％左右的锯泥，这些锯泥因含有冷却剂、悬

浮济等药剂，且直  径≤75μm物料占其重量比的80％以上，现国内尚无大量成功应用花岗岩

锯泥成熟技术，多数锯泥被随意  倾倒，导致水体污染严重；同时，锯泥石粉具有一定的内聚

力且具有重复性，即使翻耕或施入农家肥也无  法完全消除解决，若掺入土壤中，则会使土

壤快速板结，土壤透气性、保墒性以及其内部结构会导致破坏，  农作物减产明显，严重者会

导致寸草不生，最终导致撂荒；再加上花岗岩锯泥水分蒸发后即形成石粉，其  中PM10可吸

入颗粒达10％以上，极易随风飘散形成浮尘，导致雾霾产生，对空气造成严重污染，对生态 

环境形成极大影响。随着环保政策的逐步加强，花岗岩锯泥规模化应用处理成为亟待解决

的关键性问题。

[0003] 随着我国石材产业的逐步规范，以及环保及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大，天然花岗

岩装饰板材产品供应  量也将呈现出越来越少趋势，而随着国内建筑品质要求的提高，越来

越多的工程部位采用花岗岩装饰。天  然花岗岩板材的市场供需矛盾日渐突出。利用花岗岩

石粉制备具有天然花岗岩观感效果且抗压强度、耐候  性均优于天然花岗岩，同时克服天然

花岗岩低抗折强度以及高比重的新型无机复合板材成为替代天然花岗  岩板材的最佳替代

产品和消除锯泥环境污染的最佳途径。虽然花岗岩石粉具有天然石材不可比拟的结构强 

度优势，但是却很难在装饰性工程领域大范围应用，加上其加工工艺复杂、养护条件苛刻，

故而加工成本 高昂，因此应用领域受限。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利用花岗岩锯泥制备花岗

岩装饰板材的制备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1)表层料配置：表层料由以下质量份的材料组成：PO42.5白/普通硅酸盐水泥90-

110份、花岗岩水  洗细沙50-130份、花岗岩石粉10-30份、Fe3O4磁铁矿粉2-5份、硅酸铝1-3

份、无机氧化色料0.5-10份；

[0006] (2)表层料成型：按照步骤(1)的配比选取表层材料，将上述材料充分混合后，加入

占PO42.5白/  普通硅酸盐水泥重量的20-30％清水，将材料充分拌合成粘稠糊状后，倒入模

具内进行摊铺，摊铺平均厚  度不大于3mm，摊铺后双激振器平台振捣，振捣时间不小于60

秒，然后置于45℃恒温室内初养15分钟；

[0007] (3)基层料配置：基层料由以下质量份的材料组成：PO42.5普通硅酸盐水泥90-110

份、铁合金硅灰  20-30份、玻化微珠6-8份、碳纤维0.05-0.2份、镀铜钢纤维1.5-4.5份、花岗

岩水洗细沙110-120份、花岗  岩石粉25-37份、聚羧酸减水剂2-3份、消泡剂0.3-1.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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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4)基层料成型：按照步骤(3)的配比选取基层材料，将材料中的PO42.5普通硅酸

盐水泥、铁合  金硅灰、玻化微珠、花岗岩石粉按重量混合后，进入密闭搅拌器中进行不少于

3min拌合；然后加入疏松  后的碳纤维、镀铜钢纤维以及花岗岩水洗细沙再次进行不少于

2min拌合；随后将清洁水和聚羧酸减水剂、  消泡剂预先投入到容器内，其中水胶比为0.22，

进行充分拌合后，加入已干拌均匀的混合材料中，最后进  行不少于4.5min的高速拌合，形

成高粘性拌合物；

[0009] (5)复合料二次成型：将步骤(4)制备的拌合物注入已完成表层材料流平的模具

内；然后将模具送  至双振幅高频激振平台振捣2min，形成高密度的复合板基材；

[0010] (6)产品养护：将步骤(5)振捣成型的产品连同模具送入45度恒温初养室养护22小

时，初养完成  后，转入85度恒温蒸养室进行48小时蒸养；蒸养完成后静置于常温状态下带

构件自然降温至室温，即可  脱模打包出厂。

[0011] 优选地，所述表层料组分由以下质量份的材料组成：PO42.5白/普通硅酸盐水泥

100份、花岗岩水洗  细沙90份、花岗岩石粉20份、Fe3O4磁铁矿粉3份、硅酸铝1.5份、无机氧

化色料5份。

[0012] 优选地，所述基层料组分由以下质量份的材料组成：PO42.5普通硅酸盐水泥100

份、铁合金硅灰25  份、玻化微珠7.5份、碳纤维0.1份、镀铜钢纤维3份、花岗岩水洗细沙115

份、花岗岩石粉32份、聚羧 酸减水剂2.5份、消泡剂0.6份。

[0013] 优选地，表层料中花岗岩水洗细沙为40-120目，花岗岩石粉为200目，Fe3O4磁铁矿

粉为200目，硅 酸铝为200目，无机氧化色料为200目。

[0014] 优选地，基层料中，玻化微珠为150目，花岗岩水洗细沙为18-120目，花岗岩石粉为

200-350目。

[0015] 优选地，表层料组分中无机氧化色料为非有机颜料，包括氧化铁红、氧化铬绿、氧

化铁黄、二氧化钛。

[0016] 本发明就是以现有的RPC活性粉末混凝土为基材，通过减轻比重、添加增强纤维、

复合装饰面层等多  重工艺制备的超高强粉末混凝土基装饰板材；本产品以花岗岩锯泥石

粉为主要原材料，替代RPC粉末混凝  土中的石英砂和石英粉，在满足活性粉末混凝土硅粉

活化的同时，实现大宗锯泥石粉的大宗工业化应用， 同时还大大降低了生产制造成本。再

添加玻化微珠等轻体颗粒，有效降低材料容重，使本复合材料兼具  RPC各项指标性能外，还

具有干容重不到于2200kg/m3轻体化优势。

[0017] 本发明采用模压复合成型加工工艺，使得构件表面具有和天然花岗岩效果近似的

晶体状外观效果，在  不需要磨制的情况下，就能达到与天然石材粗磨后的装饰效果。本复

合材料同时兼具RPC混凝土高强度、 高耐候性等明显优势，采用本发明所制作的RPC仿花岗

岩板材，厚度在15mm时，其抗折强度与天然花  岗岩28mm厚抗折强度值等同，若应用于高层

建筑外墙装饰领域，将会减少装饰板材重量近1/5，大大降  低结构荷载，降低主体结构成

本。

[0018] 本发明除了可以制作高光洁度复合装饰板材外，还可以利用模具预先设置火烧板

纹理，一次性成型火  烧板型仿石装饰板材及其他类制品。该产品厚度达到50mm时，制作的

600*600广场砖，完全可以承载20T  汽车行驶无任何损坏，因此，该材料还可以广泛应用于

要求装饰效果和承压效果并重的高端广场地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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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另外，本发明还具有以下优势：

[0020] 1、采用花岗岩固体废弃物所加工生产的机制细沙和石粉，替代石英砂和石英粉，

在实现大宗应用花 岗岩锯泥、消除环境影响的基础上，还能有效降低了产品成本；

[0021] 2、采用玻化微珠替代粉煤灰，使复合材料的基材干密度远远低于传统粉煤灰添加

的RPC产品密度；

[0022] 3、在增强纤维选择上，采用了性能更佳的碳纤维替代部分镀铜钢纤维，使基层结

构更稳定，抗折强  度得到大幅提升；

[0023] 4、采用预先铺设装饰表层的加工工艺，使产品表面具有花岗岩装饰效果；

[0024] 5、采用双恒温室养护，使产品养护过程更合理，产品质量更稳定；

[0025] 6、双振幅高频激振平台振捣，使仿花岗岩制品成型更密实，成型时间更短；

[0026] 7、采用不同种类的花岗岩石粉、细沙，可以配置出各类花岗岩纹理的装饰效果，满

足不同领域的需 求；

[0027] 8、本产品一次成型后，即可获得天然花岗岩粗磨光洁度，具有天然石材外观效果，

产品外观无龟裂、  结构变形、稳定性极佳，同时还拥有RPC复合材料的高强度、高抗折、低吸

水率、耐酸碱、耐火耐候等优 点，各项指标均优于天然石材，产品使用寿命达到50年以上。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一种利用花岗岩锯泥制备花岗岩装饰板材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9] (1)表层料配置：表层料由以下质量份的材料组成：PO42.5白/普通硅酸盐水泥90-

110份、花岗岩水  洗细沙50-130份、花岗岩石粉10-30份、Fe3O4磁铁矿粉2-5份、硅酸铝1-3

份、无机氧化色料0.5-10份；

[0030] (2)表层料成型：按照步骤(1)的配比选取表层材料，将上述材料充分混合后，加入

占PO42.5白/  普通硅酸盐水泥重量的20-30％清水，将材料充分拌合成粘稠糊状后，倒入模

具内进行摊铺，摊铺平均厚  度不大于3mm，摊铺后双激振器平台振捣，振捣时间不小于60

秒，然后置于45℃恒温室内初养15分钟；

[0031] (3)基层料配置：基层料由以下质量份的材料组成：PO42.5普通硅酸盐水泥90-110

份、铁合金硅灰  20-30份、玻化微珠6-8份、碳纤维0.05-0.2份、镀铜钢纤维1.5-4.5份、花岗

岩水洗细沙110-120份、花岗  岩石粉25-37份、聚羧酸减水剂2-3份、消泡剂0.3-1.0份；

[0032] (4)基层料成型：按照步骤(3)的配比选取基层材料，将材料中的PO42.5普通硅酸

盐水泥、铁合  金硅灰、玻化微珠、花岗岩石粉按重量混合后，进入密闭搅拌器中进行不少于

3min拌合；然后加入疏松  后的碳纤维、镀铜钢纤维以及花岗岩水洗细沙再次进行不少于

2min拌合；随后将清洁水和聚羧酸减水剂、  消泡剂预先投入到容器内，其中水胶比为0.22，

进行充分拌合后，加入已干拌均匀的混合材料中，最后进  行不少于4.5min的高速拌合，形

成高粘性拌合物；

[0033] (5)复合料二次成型：将步骤(4)制备的拌合物注入已完成表层材料流平的模具

内；然后将模具送  至双振幅高频激振平台振捣2min，形成高密度的复合板基材；

[0034] (6)产品养护：将步骤(5)振捣成型的产品连同模具送入45度恒温初养室养护22小

时，初养完成  后，转入85度恒温蒸养室进行48小时蒸养；蒸养完成后静置于常温状态下带

构件自然降温至室温，即可  脱模打包出厂。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111003989 A

5



[0035] 作为本实施例较佳实施方案的是，表层料中花岗岩水洗细沙为40-120目，花岗岩

石粉为200目，Fe3O4  磁铁矿粉为200目，硅酸铝为200目，无机氧化色料为200目。

[0036] 作为本实施例较佳实施方案的是，基层料中，玻化微珠为150目，花岗岩水洗细沙

为18-120目，花岗  岩石粉为200-350目。

[0037] 作为本实施例较佳实施方案的是，表层料组分中无机氧化色料为非有机颜料，包

括氧化铁红、氧化铬 绿、氧化铁黄、二氧化钛。

[0038] 实施例一

[0039] 制备仿锈石花岗岩复合粗磨板材：

[0040] 取PO42.5白水泥100份、锈石废石花岗岩加工的机制细沙(40-120目)130份，花岗

岩(锈石)石粉  (200目)20份、Fe3O4磁铁矿粉(200目)5份、硅酸铝(200目)1份、氧化铁黄

(200目)1.4份，加  入25份水充分拌合，获得锈石表层料。

[0041] 将表层料置入高光洁度的塑料模具中，经双振频高频振动平台振捣65秒，放入45

度预养室预养15 分钟；

[0042] 在预养期间，取PO硅酸盐普通水泥100份、铁合金硅灰25份、玻化微珠6份、松解后

碳纤维0.1份、  镀铜钢纤维3份、花岗岩水洗细沙(18-120目)110份、花岗岩石粉(200-350

目)25份、减水剂2.8份、  消泡剂0.3份、水27份，按重量混合后，进入密闭搅拌器中进行不少

于3min拌合；然后加入疏松后的碳 纤维、镀铜钢纤维以及花岗岩水洗细沙再次进行不少于

2min拌合；随后将清洁水和聚羧酸减水剂、消泡  剂预先投入到容器内，其中水胶比为0.22，

进行充分拌合后，加入已干拌均匀的混合材料中，最后进行不  少于4.5min的高速拌合，形

成高粘性拌合物；

[0043] 将高粘度的拌合基料注入预养完成的带表层料的模具内，再次通过双振幅高频激

振平台振捣2min，形 成高密度的复合板基材；

[0044] 将成型板材放入45度恒温室养护22小时，初养完成后，转入85度恒温蒸养室进行

48小时蒸养；蒸  养完成后静置于常温状态下带构件自然降温至室温，即可脱模打包出厂。

[0045] 本产品抗压强度90MPa，抗折强度18MPa，弹性模量40GPa，抗冻融次数≥150次，吸

水率≤3％。表  面光洁度与粗磨天然板材近似，与天然锈石板材5米外目视无明显差异，板

材色泽一致。

[0046] 实施例二

[0047] 制备仿鲁灰花岗岩复合火烧板材：

[0048] 取PO硅酸盐白水泥80份、PO硅酸盐普通水泥20份，花岗岩(鲁灰废石)加工的机制

细沙(40-120 目)130份，鲁灰花岗岩石粉(200目)20份、Fe3O4磁铁矿粉(200目)5份、硅酸铝

(200目)1.4份、 氧化铁黑(200目)4份，加入25份水充分拌合，获得鲁灰表层料；

[0049] 将材料充分拌合成粘稠糊状后，倒入模具内进行摊铺，摊铺平均厚度不大于3mm，

摊铺后双激振器平 台振捣，振捣时间不小于60秒，然后置于45℃恒温室内初养15分钟；

[0050] 在预养期间，取PO硅酸盐普通水泥100份、铁合金硅灰25份、玻化微珠7.5份、松解

后碳纤维0.1  份、镀铜钢纤维3份、花岗岩水洗细沙(18-120目)110份、花岗岩石粉(200-350

目)30份、减水剂3  份、消泡剂03份、水22.5份，按重量混合后，进入密闭搅拌器中进行不少

于3min拌合；然后加入疏松后 的碳纤维、镀铜钢纤维以及花岗岩水洗细沙再次进行不少于

2min拌合；随后将清洁水和聚羧酸减水剂、  消泡剂预先投入到容器内，其中水胶比为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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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充分拌合后，加入已干拌均匀的混合材料中，最后进  行不少于4.5min的高速拌合，形

成高粘性拌合物；

[0051] 然后注入预养完成的带表层料的模具内，再次通过双振幅高频激振平台振捣，形

成高密度的复合板基 材；

[0052] 将成型板材放入45度恒温室养护22小时，初养完成后，转入85度恒温蒸养室进行

48小时蒸养；蒸  养完成后静置于常温状态下带构件自然降温至室温，即可脱模打包出厂。

[0053] 本产品抗压强度80MPa，抗折强度20MPa，弹性模量40GPa，抗冻融次数≥100次，吸

水率≤3％。表 面火烧纹理清晰，与天然鲁灰板材10米外目视无明显差异，板材色泽一致。

[0054] 以上对本发明及其实施方式进行了描述，这种描述没有限制性，总而言之如果本

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受其启示，在不脱离本发明创造宗旨的情况下，不经创造性的设计出

与该技术方案相似的结构方式及实施  例，均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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