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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云母尾矿一次烧结陶瓷发泡带微晶装饰

一体板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锂云母尾矿一次烧结陶

瓷发泡带微晶装饰一体板，由陶瓷发泡料细粉经

高温制成陶瓷发泡基体并在基体上烧结形成一

层装饰微晶面层，陶瓷发泡料细粉包括以下组

分：锂云母尾矿102～118份、改性粘土92～98份、

骨胶粉2～10份、纳米硼纤维2～4份、硅酸锆12～

16份、工业固体废弃物26～38份、白云石3～6份、

石英粉22～28份、火山岩3～6份、石墨烯1～6份、

纳米二氧化钛3～7份、方解石11～14份、烧滑石9

～10份、煅烧高岭土6～8份、氧化铬6～8份、发泡

剂3～5份、调色剂1～2份，所述砌块可满足建筑

材料装饰面的特定颜色要求，板材颜色一致，抗

裂性高，使用寿命长，并且烧制温度有所降低，烧

制周期有所减短，相应地降低了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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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锂云母尾矿一次烧结陶瓷发泡带微晶装饰一体板，其特征在于，所述一体板由陶瓷

发泡料细粉经高温制成陶瓷发泡基体并在基体上烧结形成一层装饰微晶面层，其中，所述

陶瓷发泡料细粉包括按重量份计的以下组分：

锂云母尾矿102～118份、改性粘土92～98份、骨胶粉2～10份、纳米硼纤维2～4份、硅酸

锆12～16份、工业固体废弃物26～38份、白云石3～6份、石英粉22～28份、火山岩3～6份、石

墨烯1～6份、纳米二氧化钛3～7份、方解石11～14份、烧滑石9～10份、煅烧高岭土6～8份、

氧化铬6～8份、发泡剂3～5份、调色剂1～2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锂云母尾矿一次烧结陶瓷发泡带微晶装饰一体板，其特征在

于，所述陶瓷发泡料细粉按重量份计，由以下组分组成：

锂云母尾矿102份、改性粘土92份、骨胶粉2份、纳米硼纤维2份、硅酸锆12份、工业固体

废弃物26份、白云石3份、石英粉22份、火山岩3份、石墨烯1份、纳米二氧化钛3份、方解石11

份、烧滑石9份、煅烧高岭土6份、氧化铬6份，发泡剂4份，调色剂1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锂云母尾矿一次烧结陶瓷发泡带微晶装饰一体板，其特征在

于，所述工业固体废弃物选自钢渣、铁矿渣和采矿废石中的任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锂云母尾矿一次烧结陶瓷发泡带微晶装饰一体板，其特征在

于，所述发泡剂选自碳酸盐和碳化硅中的一种或两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锂云母尾矿一次烧结陶瓷发泡带微晶装饰一体板，其特征在

于，所述调色剂为CuO和镉红中的一种或两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锂云母尾矿一次烧结陶瓷发泡带微晶装饰一体板，其特征在

于，所述装饰微晶面层的原料选自方解石、长石、辉石、闪石、砂岩、高温颜料物质中的一种

或几种。

7.根据权利要求1-6中任一项所述的锂云母尾矿一次烧结陶瓷发泡带微晶装饰一体板

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制备陶瓷发泡料细粉：准备混合粉料，将各原料放入搅拌机中搅拌混合，得到粉状

混合物，粒度控制在200~250目；

（2）制备装饰微晶面料：利用破碎机或磨机与振动筛将装饰微晶面层原料加工至所需

目数的装饰微晶面料；

（3）铺料：用布料机依次将陶瓷发泡料细粉与装饰微晶面料铺撒到组合模具；

（4）烧制成型：将所述铺撒有陶瓷发泡料细粉与装饰微晶面料的组合模具送入晶化窑

中加热烧制，烧制温度为1000~1150℃，烧制时间为65~80分钟，然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后出

模，得到陶瓷发泡带微晶装饰一体板；

（5）成品加工：将陶瓷发泡带微晶装饰一体板进行打磨抛光处理，然后按工程尺寸要求

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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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云母尾矿一次烧结陶瓷发泡带微晶装饰一体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工程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锂云母尾矿一次烧结陶瓷发泡

带微晶装饰一体板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锂尾矿利用途径较窄，会对环境污染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遵从国家的“节约能

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探索利用锂尾矿制备环保型建筑材料来改善居民生活环

境，从而提升矿产资源利用率。

[0003] 微晶发泡墙体材料是一种新型绿色环保型墙体材料，它是一种在玻璃体中布满无

数微小均匀连通或密封气孔和具有特定结构形状晶体相的轻质、高强度复相固体材料，其

特征密度小、强度高、导热系数小、防火、无毒、不具放射性、耐腐蚀、可加工等，具有保温、隔

热、吸声、防潮、防火等优良性能。比较传统用砖具有重量轻、高强度、隔热保温、吸音防噪等

性质，属于节能环保性材料，大大提高建筑物质量，减轻自重，降低建筑物基础造价，是一种

目前所知最为理想的替代材料。

[0004] 专利CN201410816758.2利用尾砂生产微晶发泡墙体砌块，其采用尾砂微晶复合料

高温制成尾砂微晶发泡基体上烧结一层装饰面层，虽具备高强度、耐火、保温隔热、防潮防

水、装饰、轻质、耐候、环保等多项功能，但其板材色差较大，较难满足特定的建筑装饰要求，

且其抗裂性有待提高，应用场景有一定的限制。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锂云母尾矿一次烧结陶瓷发泡带微晶装饰一体板，所述一体板

可满足建筑材料装饰面的特定颜色要求，板材颜色一致，抗裂性高，使用寿命长，并且烧制

温度有所降低，烧制周期有所减短，相应地降低了能耗。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锂云母尾矿一次烧结陶瓷发泡带微晶装饰一

体板，所述一体板由陶瓷发泡料细粉经高温制成陶瓷发泡基体并在基体上烧结形成一层装

饰微晶面层，其中，所述陶瓷发泡料细粉包括按重量份计的以下组分：

锂云母尾矿102～118份、改性粘土92～98份、骨胶粉2～10份、纳米硼纤维2～4份、硅酸

锆12～16份、工业固体废弃物26～38份、白云石3～6份、石英粉22～28份、火山岩3～6份、石

墨烯1～6份、纳米二氧化钛3～7份、方解石11～14份、烧滑石9～10份、煅烧高岭土6～8份、

氧化铬6～8份、发泡剂3～5份、调色剂1～2份。

[0007]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案，所述陶瓷发泡料细粉按重量份计，由以下组分

组成：

锂云母尾矿102份、改性粘土92份、骨胶粉2份、纳米硼纤维2份、硅酸锆12份、工业固体

废弃物26份、白云石3份、石英粉22份、火山岩3份、石墨烯1份、纳米二氧化钛3份、方解石11

份、烧滑石9份、煅烧高岭土6份、氧化铬6份，发泡剂4份，调色剂1份。

[0008]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案，所述工业固体废弃物选自钢渣、铁矿渣和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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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石中的任一种。

[0009]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案，所述发泡剂选自碳酸盐和碳化硅中的一种或两

种。

[0010]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案，所述调色剂选自CuO和镉红中的一种或两种。

[0011]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案，所述装饰微晶面层的原料选自方解石、长石、辉

石、闪石、砂岩、高温颜料物质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2] 本发明还提供了所述锂云母尾矿一次烧结陶瓷发泡带微晶装饰一体板的制备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1）制备陶瓷发泡料细粉：准备混合粉料，将各原料放入搅拌机中搅拌混合，得到粉状

混合物，粒度控制在200~250目；

（2）制备装饰微晶面料：利用破碎机或磨机与振动筛将装饰微晶面层原料加工至所需

目数的装饰微晶面料；

（3）铺料：用布料机依次将陶瓷复合料细粉与装饰微晶面料铺撒到组合模具；

（4）烧制成型：将所述铺撒有陶瓷发泡料细粉与装饰微晶面料的组合模具送入晶化窑

中加热烧制，烧制温度为1000~1150℃，烧制时间为65~80分钟，然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后出

模，得到陶瓷发泡带微晶装饰一体板；

（5）成品加工：将陶瓷发泡带微晶装饰一体板进行打磨抛光处理，然后按工程尺寸要求

切割。

[0013] 本发明所取得的技术效果为：

（1）本发明采用锂云母尾矿、骨胶粉、纳米硼纤维、硅酸锆与改性粘土等相互协同作用。

其中，骨胶粉的加入提高了混合粉体的粘结性和结合力，提高了提高墙体砌块的抗开裂性；

硼纤维具有高弹性、耐高温的特性，纳米技术处理后的硼纤维（纳米硼纤维）是素材较轻、强

度较大的一种增强剂，纳米硼纤维的加入增强了混合粉体的弹性、耐高温性和强度，从而可

以起到在提高成品墙体砌块强度的同时，增强其抗开裂性。多种成分协同增效，极大的提高

了一体板的抗开裂性。

[0014] （2）本发明原料中加入了石墨烯，石墨烯结构稳定，是已知的强度最高的材料之

一，并具有良好的韧性且可以弯曲，且其具有非常好的热传导性能。石墨烯的加入可以相应

地提高陶瓷发泡带微晶装饰一体板的抗折强度和导热系数。

[0015] （3）本发明通过控制调色剂的含量，满足了板材特定的装饰效果需求，同时，该配

方和制备方法能够保持板材发色一致，减少色差，产品更美观。

[0016] （4）本发明通过特定原料配比的陶瓷复合料细粉与装饰微晶面料混合，可以缩短

烧制时间，在提高产品性能的同时，极大的节约了能源。

[0017] （5）本发明所述制备方法采用自然冷却，陶瓷发泡带微晶装饰一体板其残余应力

可自然消除，进一步提高了发泡陶瓷砖的抗开裂性，避免裂砖。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实施例进行详细的说明，下列所有试验例制备的板材均使用相同厚度的

模具：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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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述原材料及方法制备墙体砌块。

[0019] 1.原材料成分及其配比：

（1）陶瓷发泡料细粉由以下原料制成：

锂云母尾矿118份、改性粘土98份、骨胶粉2份、纳米硼纤维4份、硅酸锆12份、工业固体

废弃物38份、白云石3份、石英粉28份、火山岩3份、石墨烯6份、纳米二氧化钛3份、方解石11

份、烧滑石10份、煅烧高岭土6份、氧化铬6份，发泡剂4份，调色剂1份。

[0020] 所述工业固体废弃物为铁矿渣。

[0021] 所述发泡剂为碳酸盐。

[0022] 所述调色剂为镉红。

[0023] （2）装饰面层原料组成：

方解石、长石、闪石、砂岩、高温颜料按照重量比3:6:8:4:1混合而成。

[0024] 2.制备方法：

（1）制备陶瓷发泡料细粉：准备混合粉料，将各原料放入搅拌机中搅拌混合，得到粉状

混合物，粒度控制在200~250目。

[0025] （2）制备装饰微晶面料：利用破碎机或磨机与振动筛将装饰微晶面层原料加工至

所需目数的装饰微晶面料。

[0026] （3）铺料：用布料机依次将陶瓷发泡料细粉与装饰微晶面料铺撒到组合模具；

（4）烧制成型：将所述铺撒有锂云母尾砂陶瓷发泡料细粉与装饰微晶面料的组合模具

送入晶化窑中加热烧制，烧制温度为1000℃，烧制时间为80分钟，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后出

模，得到陶瓷发泡带微晶装饰一体板；

（5）成品加工：将陶瓷发泡带微晶装饰一体板进行打磨抛光处理，后按工程尺寸要求切

割。

[0027] 实施例2

按下述原材料及方法制备墙体砌块。

[0028] 1.原材料成分及其配比：

（1）陶瓷发泡料细粉由以下原料制成：

锂云母尾矿102份、改性粘土92份、骨胶粉2份、纳米硼纤维2份、硅酸锆12份、工业固体

废弃物26份、白云石3份、石英粉22份、火山岩3份、石墨烯1份、纳米二氧化钛3份、方解石11

份、烧滑石9份、煅烧高岭土6份、氧化铬6份，发泡剂4份，调色剂1份。

[0029] 所述工业固体废弃物为钢渣。

[0030] 所述发泡剂为碳酸盐和碳化硅重量比1:1的混合物。

[0031] 所述调色剂为CuO和镉红重量比1:1的混合物。

[0032] （2）装饰微晶面层原料组成：

方解石、长石、辉石、闪石、砂岩、高温颜料按照重量比3:5:4.5:6:8:2混合而成。

[0033] 2.制备方法：

（1）制备陶瓷发泡料细粉：准备混合粉料，将各原料放入搅拌机中搅拌混合，得到粉状

混合物，粒度控制在200~250目。

[0034] （2）制备装饰面料：利用破碎机或磨机与振动筛将装饰微晶面层原料加工至所需

目数的装饰微晶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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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3）铺料：用布料机依次将陶瓷发泡料细粉与装饰微晶面料铺撒到组合模具；

（4）烧制成型：将所述铺撒有锂云母尾砂陶瓷发泡料细粉与装饰微晶面料的组合模具

送入晶化窑中加热烧制，烧制温度为1150℃，烧制时间为65分钟，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后出

模，得到陶瓷发泡带微晶装饰一体板；

（5）成品加工：将陶瓷发泡带微晶装饰一体板进行打磨抛光处理，后按工程尺寸要求切

割。

[0036] 实施例3

按下述原材料及方法制备墙体砌块。

[0037] 1.原材料成分及其配比：

（1）陶瓷发泡料细粉由以下原料制成：

锂云母尾矿105份、改性粘土96份、骨胶粉2份、纳米硼纤维3份、硅酸锆12份、工业固体

废弃物30份、白云石5份、石英粉24份、火山岩5份、石墨烯4份、纳米二氧化钛5份、方解石13

份、烧滑石10份、煅烧高岭土7份、氧化铬7份，发泡剂5份，调色剂2份。

[0038] 所述工业固体废弃物为采矿废石。

[0039] 所述发泡剂为碳化硅。

[0040] 所述调色剂为CuO。

[0041] （2）装饰微晶面层原料组成：

方解石、长石、砂岩、高温颜料按照重量比2:5:6:1.5混合而成。

[0042] 2.制备方法：

（1）制备陶瓷发泡料细粉：准备混合粉料，将各原料放入搅拌机中搅拌混合，得到粉状

混合物，粒度控制在200~250目。

[0043] （2）制备装饰微晶面料：利用破碎机或磨机与振动筛将装饰微晶面层原料加工至

所需目数的装饰微晶面料。

[0044] （3）铺料：用布料机依次将陶瓷发泡料细粉与装饰微晶面料铺撒到组合模具；

（4）烧制成型：将所述铺撒有锂云母尾砂陶瓷发泡料细粉与装饰微晶面料的组合模具

送入晶化窑中加热烧制，烧制温度为1100℃，烧制时间为75分钟，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后出

模，得到陶瓷发泡带微晶装饰一体板；

（5）成品加工：将陶瓷发泡带微晶装饰一体板进行打磨抛光处理，后按工程尺寸要求切

割。

[0045] 对比例1

1.原材料成分及其配比：锂尾矿42份，碳酸钙粉31份，石英砂19份，碳酸钡  3.5份，  碳

酸钠  3.5份，硼砂  0.5份， 澄清剂  0.5份。

[0046] 2.制备方法：

将上述原料混合在一起混拌均匀，放入熔化炉内经  1480℃温度熔化成玻璃液，再经水

淬成  6  mm 以下的颗粒料，用烘干设备烘干后，直接粉碎成细度  120 目微晶粉料，然后送

入混合设备中，并加入2%重量的发泡剂，混合均匀，称重装模，放入晶化发泡窑炉内加热至

1100℃进行受控微晶化和发泡热处理，晶化发泡保温时间  20  分钟，然后直接退火缓慢冷

却，冷却至  160℃，时间  6.5  小时，出窑后经脱模、磨抛、切割得到微晶泡沫保温板材。

[0047] 对比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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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方及制备方法同实施例2，区别在于陶瓷发泡料细粉由以下原料制成：

锂云母尾矿102份、改性粘土92份、骨胶粉2份、纳米硼纤维2份、碳化硅12份、工业固体

废弃物26份、白云石3份、石英粉22份、火山岩3份、石墨烯1份、二氧化锰3份、方解石11份、烧

滑石9份、煅烧高岭土6份、氧化铬6份，发泡剂4份，调色剂1份。

[0048] 对比例3

配方及制备方法同实施例2，区别在于陶瓷发泡料细粉由以下原料制成：

锂云母尾矿102份、改性粘土92份、硅酸锆12份、工业固体废弃物26份、白云石3份、石英

粉22份、火山岩3份、石墨烯1份、方解石11份、烧滑石9份、煅烧高岭土6份、氧化铬6份，发泡

剂4份，调色剂1份。

[0049] 对比例4

配方及制备方法同实施例2，区别在于陶瓷发泡料细粉由以下原料制成：

锂云母尾矿102份、改性粘土92份、骨胶粉2份、硅藻土2份、硅酸锆6份、工业固体废弃物

26份、白云石3份、石英粉22份、火山岩3份、膨润土3份、方解石11份、烧滑石9份、煅烧高岭土

6份、氧化铬6份，发泡剂4份，调色剂1份。

[0050] 对比例5

配方及制备方法同实施例2，区别在于陶瓷发泡料细粉由以下原料制成：

锂云母尾矿60份、粘土42份、骨胶粉6份、碳化硅12份、工业固体废弃物38份、白云石3

份、石英粉22份、火山岩3份、石墨烯3份、方解石11份、烧滑石9份、煅烧高岭土22份、氧化铬6

份，发泡剂4份，调色剂1份。

[0051] 对比例6

配方及制备方法同实施例2，区别在于步骤（4）为：

（4）烧制成型：将所述铺撒有锂云母尾砂陶瓷发泡料细粉与装饰微晶面料的组合模具

送入晶化窑中加热烧制，烧制温度为1100℃，烧制时间为75分钟，冷水冲淋冷却后出模，得

到陶瓷发泡带微晶装饰一体板。

[0052] 将实施例和对比例制备的一体板进行检测，各项检测按最新国家标准进行，其中，

抗开裂性是指板材在蒸汽压力800KPa，蒸汽温度220℃，时间24h环境下测定，结果见下表：

  表1 各试验例检测结果

以上对本发明所提供的技术方案进行了详细介绍，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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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实施例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

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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