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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温煅烧着色彩砂及其

生产方法，所述高温煅烧着色彩砂包括以下按重

量百分比计的原料：碳酸钙90-95％；无机粘接剂

4-8％；三氧化二铁0 .5-1％；耐高温颜料0 .1-

0.5％；氧化锌0.1-0.3％；氢氧化钠0.05-0.2％；

所述生产方法包括以下主要步骤：(1)称取原料；

(2)将将原料混合得到混合物；(3)将混合物预烘

干；(4)在回转窑中高温烧结；(5)冷却后过筛处

理。本发明所提供的高温煅烧着色彩砂冷却后在

碳酸钙表面形成一层坚固的着色层，从而达到着

色目的，着色均匀稳定。此外，通过采用回转窑工

艺，软化的碳酸钙在会转窑中产生自研磨，使得

表面圆润，在配制成涂料后施工时产生“滚珠效

应”，易于后续的批刮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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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温煅烧着色彩砂，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按重量百分比计的原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温煅烧着色彩砂，其特征在于，所述碳酸钙的粒径为0.6～

0.8mm,圆球度大于0.6。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温煅烧着色彩砂，其特征在于，所述无机粘接剂为硅酸钾。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温煅烧着色彩砂，其特征在于，所述耐高温颜料为氧化钴。

5.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温煅烧着色彩砂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1)按照原料的组分配比称取原料；

(2)将步骤(1)所得的原料进行混合得到混合物；

(3)将步骤(2)所得的混合物送入烘干炉进行预烘干；

(4)将步骤(3)中预烘干后的混合物送入回转窑进行高温烧结，得到彩砂；

(5)将步骤(4)所得的彩砂冷却，然后过筛处理，得到成品。

6.一种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高温煅烧着色彩砂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通

过搅拌装置进行混合，先将碳酸钙、三氧化二铁、氧化锌和氢氧化钠添加到搅拌装置进行混

合，然后依次加入无机粘接剂和耐高温颜料进行混合。

7.一种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高温煅烧着色彩砂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预

烘干的温度为80～90℃，处理时间为10～15分钟。

8.一种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高温煅烧着色彩砂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

高温烧结的温度为300～500℃，处理时间为20～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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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温煅烧着色彩砂及其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彩砂生产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高温煅烧着色彩砂。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仿石涂料主要是采用天然彩砂进行调色，天然彩砂来自天然彩色矿砂的开

采，一处矿通常只能出一种颜色的彩砂，彩砂颜色单一；此外，同一处矿在不同时期开采的

彩砂颜色也会不同。实际应用中，生产仿石涂料通常需要几十种不同颜色，造成涂料生产厂

家采购、物流及仓贮成本极高。因此，有必要提出一种新的彩砂生产方法，生产出来的彩砂

着色稳定，能有效减少因彩砂不稳定而产生的待处理产品，该方法生产出来的彩砂适合用

于后续的批刮。

[0003] 可见，现有技术还有待改进和提高。

发明内容

[0004] 鉴于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高温煅烧着色彩砂及

其生产方法，旨在解决现有技术中天然彩砂生产成本高且颜色不稳定的技术问题。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高温煅烧着色彩砂，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按重量百分比计的原料：

[0007]

[0008]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的高温煅烧着色彩砂中，所述碳酸钙的粒径为0.6～0.8mm,圆球度

大于0.6。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的高温煅烧着色彩砂中，所述无机粘接剂为硅酸钾。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的高温煅烧着色彩砂中，所述耐高温颜料为氧化钴。

[0012]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高温煅烧着色彩砂的生产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3] (1)按照原料的组分配比称取原料；

[0014] (2)将步骤(1)所得的原料进行混合得到混合物；

[0015] (3)将步骤(2)所得的混合物送入烘干炉进行预烘干；

[0016] (4)将步骤(3)中预烘干后的混合物送入回转窑进行高温烧结，得到彩砂；

[0017] (5)将步骤(4)所得的彩砂冷却，然后过筛处理，得到成品。

[0018] 进一步地，所述的高温煅烧着色彩砂中，步骤(2)通过搅拌装置进行混合，先将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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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钙、三氧化二铁、氧化锌和氢氧化钠添加到搅拌装置进行混合，然后依次加入无机粘接剂

和耐高温颜料进行混合。

[0019] 进一步地，所述的高温煅烧着色彩砂中，步骤3中预烘干的温度为80～90℃，处理

时间为10～15分钟。

[0020] 进一步地，所述的高温煅烧着色彩砂中，步骤(4)中高温烧结的温度为300～500

℃，处理时间为20～30分钟。

[0021] 有益效果：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高温煅烧着色彩砂及其生产方法，相比现有技术，本

发明中，碳酸钙在高温下表面发生软化，硅酸钾在氧化锌的催化下产生胶化反应并结合三

氧化二铁与氧化钴颜料进入软化的碳酸钙表面，冷却后在碳酸钙表面形成一层坚固的着色

层，从而达到着色目的，着色均匀稳定。此外，通过采用回转窑工艺，软化的碳酸钙在会转窑

中产生自研磨，使得表面圆润，在配制成涂料后施工时产生“滚珠效应”，易于后续的批刮施

工。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本发明提供一种高温煅烧着色彩砂及其生产方法，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

及效果更加清楚、明确，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

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3] 所述的高温煅烧着色彩砂，包括以下按重量百分比计的原料：

[0024]

[0025] 优选地，所述碳酸钙的粒径范围为0.6～0.8mm,颗粒的圆球度大于0.6。

[0026] 优选地，所述无机粘接剂为硅酸钾。

[0027] 优选地，所述耐高温颜料为氧化钴。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将氧化钴替换为其他的耐

高温颜料也未改变技术方案的实质，亦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0028] 相应地，本发明还提供上述高温煅烧着色彩砂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9] (1)按照原料的组分配比称取原料；

[0030] (2)将步骤(1)所得的原料进行混合得到混合物；

[0031] (3)将步骤(2)所得的混合物送入烘干炉进行预烘干；

[0032] (4)将步骤(3)中预烘干后的混合物送入回转窑进行高温烧结，得到彩砂；

[0033] (5)将步骤(4)所得的彩砂冷却，然后过筛处理，得到成品。此处不限定过筛处理的

筛网目数(如，20目)由实际生产要求决定。

[0034] 进一步地，步骤(2)通过搅拌装置进行混合，先将碳酸钙、三氧化二铁、氧化锌和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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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钠添加到搅拌装置进行混合，然后依次加入无机粘接剂和耐高温颜料进行混合。此处，

通过分步混合，能够提高混合效率和混合效果。

[0035]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原料的混合并非本发明的发明点所在，因此，此处不具体限定

搅拌装置的类型(如，滚筒式搅拌机)、转速(如，100～200转/分钟)等具体参数，混合时间

(如，混合20分钟)等；实际生产时，以实现原料均匀混合为准。

[0036] 进一步地，步骤(3)中预烘干的温度为80～90℃，处理时间为10～15分钟。

[0037] 进一步地，步骤(4)中高温烧结的温度为300～500℃，处理时间为20～30分钟。

[0038] 优选地，步骤(4)中回转窑的筒体转速为5～10转/分钟。

[0039] 为了便于理解，以下举实施例进一步说明。

[0040] 实施例1

[0041] (1)按照原料的组分配比称取原料；其中：

[0042]

[0043] (2)将步骤(1)所得的原料进行混合得到混合物；先将碳酸钙、三氧化二铁、氧化锌

和氢氧化钠添加到搅拌装置进行混合，然后依次加入无机粘接剂和耐高温颜料进行混合；

[0044] (3)将步骤(2)所得的混合物送入烘干炉进行预烘干；处理温度为80℃，处理时间

为10分钟；

[0045] (4)将步骤(3)中预烘干后的混合物送入回转窑进行高温烧结，回转窑的筒体转速

为5转/分钟；处理温度为300℃，处理时间为20分钟，得到彩砂；

[0046] (5)将步骤(4)所得的彩砂冷却，然后过筛处理，得到成品。

[0047] 实施例2

[0048] (1)按照原料的组分配比称取原料；其中：

[0049]

[0050] (2)将步骤(1)所得的原料进行混合得到混合物；先将碳酸钙、三氧化二铁、氧化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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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氢氧化钠添加到搅拌装置进行混合，然后依次加入无机粘接剂和耐高温颜料进行混合；

[0051] (3)将步骤(2)所得的混合物送入烘干炉进行预烘干；处理温度为85℃，处理时间

为12分钟；

[0052] (4)将步骤(3)中预烘干后的混合物送入回转窑进行高温烧结，回转窑的筒体转速

为10转/分钟；处理温度为400℃，处理时间为25分钟，得到彩砂；

[0053] (5)将步骤(4)所得的彩砂冷却，然后过筛处理，得到成品。

[0054] 实施例3

[0055] (1)按照原料的组分配比称取原料；其中：

[0056]

[0057] (2)将步骤(1)所得的原料进行混合得到混合物；先将碳酸钙、三氧化二铁、氧化锌

和氢氧化钠添加到搅拌装置进行混合，然后依次加入无机粘接剂和耐高温颜料进行混合；

[0058] (3)将步骤(2)所得的混合物送入烘干炉进行预烘干；处理温度为90℃，处理时间

为15分钟；

[0059] (4)将步骤(3)中预烘干后的混合物送入回转窑进行高温烧结，回转窑的筒体转速

为8转/分钟；处理温度为500℃，处理时间为30分钟，得到彩砂；

[0060] (5)将步骤(4)所得的彩砂冷却，然后过筛处理，得到成品。

[0061] 实施例4

[0062] (1)按照原料的组分配比称取原料；其中：

[0063]

[0064] (2)将步骤(1)所得的原料进行混合得到混合物；先将碳酸钙、三氧化二铁、氧化锌

和氢氧化钠添加到搅拌装置进行混合，然后依次加入无机粘接剂和耐高温颜料进行混合；

[0065] (3)将步骤(2)所得的混合物送入烘干炉进行预烘干；处理温度为85℃，处理时间

为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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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4)将步骤(3)中预烘干后的混合物送入回转窑进行高温烧结，回转窑的筒体转速

为7转/分钟；处理温度为320℃，处理时间为22分钟，得到彩砂；

[0067] (5)将步骤(4)所得的彩砂冷却，然后过筛处理。

[0068] 实施例5

[0069] (1)按照原料的组分配比称取原料；其中：

[0070]

[0071] (2)将步骤(1)所得的原料进行混合得到混合物；先将碳酸钙、三氧化二铁、氧化锌

和氢氧化钠添加到搅拌装置进行混合，然后依次加入无机粘接剂和耐高温颜料进行混合；

[0072] (3)将步骤(2)所得的混合物送入烘干炉进行预烘干；处理温度为90℃，处理时间

为15分钟；

[0073] (4)将步骤(3)中预烘干后的混合物送入回转窑进行高温烧结，回转窑的筒体转速

为10转/分钟；处理温度为500℃，处理时间为20分钟，得到彩砂；

[0074] (5)将步骤(4)所得的彩砂冷却，然后过筛处理。

[0075] 上述实施例1-5的分别所得的彩砂颜色均匀，着色稳定。进一步地，参照《JC/

T2328-2015建筑用饰面材料彩砂标准》进行检测，下表列出主要的检测项目的数据。

[0076]

[0077]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本发明中，碳酸钙在高温下表面发生软化，硅酸钾在氧化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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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下产生胶化反应并结合三氧化二铁与氧化钴颜料进入软化的碳酸钙表面，冷却后在碳

酸钙表面形成一层坚固的着色层，从而达到着色目的，着色均匀稳定。此外，通过采用回转

窑工艺，软化的碳酸钙在会转窑中产生自研磨，使得表面圆润，在配制成涂料后施工时产生

“滚珠效应”，易于后续的批刮施工。

[0078] 可以理解的是，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可以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发

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而所有这些改变或替换都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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