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0157349.1

(22)申请日 2020.03.0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439967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7.24

(73)专利权人 浙江巍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地址 322109 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巍山镇

六怀工业功能区工业大道68号

(72)发明人 蒋勇　胡冲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浙科专利事务所(普通

合伙) 33213

代理人 周红芳

(51)Int.Cl.

C04B 28/04(2006.01)

C04B 14/06(2006.01)

C04B 16/06(2006.01)

C04B 40/02(2006.01)

B28B 1/087(2006.01)

B28B 1/52(2006.01)

B28C 5/40(2006.01)

E04F 13/075(2006.01)

C04B 111/2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8409261 A,2018.08.17

CN 108409261 A,2018.08.17

CN 109320171 A,2019.02.12

CN 102557571 A,2012.07.11

CN 110746152 A,2020.02.04

US 2013284072 A1,2013.10.31

审查员 师蕙

 

(54)发明名称

一种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材料及其用

于装饰板材的制备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

石材料及其用于装饰板材的制备工艺，所述抗泛

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材料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

组份：无机胶凝材料0.5‑1 .5份，砂石骨料1.5‑

3 .0份，减水剂0.003‑0 .025份，无机颜料0‑0 .1

份，特种纤维0‑0.1份，水0.16‑0.25份。利用本发

明的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材料制备装饰板

材，不仅可以大幅度提高水泥基材料板材的抗泛

碱性能，而且具有超高强度、耐候性好，容易获得

各种石材纹理、颜色的装饰板材，制作工艺简单

高效。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CN 111439967 B

2022.04.01

CN
 1
11
43
99
67
 B



1.一种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材料，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组份：无机胶

凝材料0.8‑1.2份，砂石骨料2.0‑2.5份，减水剂0.005‑0.02份，无机颜料0‑0.1份，特种纤维

0.02‑0.07份，水0.20‑0.23份；

无机胶凝材料由以下重量份数的组份组成：水泥0.9‑1 .1份，火山灰质粉料0.15‑0.35

份，沉淀二氧化硅粉料0.02‑0.1份；

所述水泥为强度等级42.5以上的普通硅酸盐水泥或白色硅酸盐水泥；所述火山灰质粉

料为粉煤灰、高炉矿渣粉或硅灰中的至少一种；所述沉淀二氧化硅粉料的粒径为10纳米以

下；

所述特种纤维为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其长度20‑40mm，直径0.02‑0.03mm。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材料，其特征在于砂石骨料的粒

径都在15mm以下，所述砂石骨料是由建筑用砂石骨料与天然花岗岩或天然大理石掺杂而

成，所述建筑用砂石骨料与天然花岗岩或天然大理石的掺杂重量配比为1:1~12。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砂石骨料

是粒径在15mm以下的天然花岗岩或天然大理石。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减水剂为

聚羧酸高效减水剂或三聚氰胺高效减水剂。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无机颜料

为氧化铁颜料。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材料用于制作装饰板材的制备工

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搅拌：按比例称量各原料，将称量的干料全部倒入强制式混凝土搅拌机，干混均匀

后，加水再搅拌2‑4分钟，以保证充分分散、均匀；

2）浇注：将搅拌后的物料浇注到模具内，模具放置在振动台上进行振动成型，以保证良

好消泡、致密；

3）养护：然后在室温、90%以上相对湿度的环境下养护18‑24小时后脱模，得到毛坯板，

之后继续在室温、90%相对湿度的环境下养护龄期至少1‑2天后，对毛坯板进行表面处理；

4）表面处理：对得到的毛坯板表面进行抛光、修边，即制得装饰板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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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材料及其用于装饰板材的制备

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新型建筑装饰材料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材料

及其用于装饰板材的制备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天然石材制作的板材被广泛应用于装饰地面和墙面。随着国家大力提倡生态文明

建设，沿海、沿湖、沿江、沿林的石材开发被逐渐禁止，部分省市出台了《生态红线》，大批石

材矿山被关闭。人造石作为天然石材的替代品近年发展势头强劲。人造石从材料种类分为

两个大类：树脂基人造石和水泥基人造石。

[0003] 树脂基人造石是用不饱和聚酯树脂做粘合剂，因为聚酯树脂粘合剂的表面硬度不

高，耐高温性能差，耐老化性能不能满足户外应用的要求，基本局限于室内橱柜台面装饰及

部分内墙装饰。

[0004] 水泥基人造石制品耐候性较好，近年来发展迅速，主要制品为仿石砖，作为铺路石

部分替代天然石材应用于园林景观和市政工程。水泥基人造石基本不能用于装饰板材，一

方面因其强度较低，抗折强度一般在6MPa以下，抗压强度一般在60MPa以下，与天然石材有

差距，为了满足制品的力学性能，需要大幅度增加制品的厚度和重量，装饰功能因而降低。

另外，现有的水泥基人造石容易泛碱，导致表面褪色、颜色不均，极大影响美观性。

[0005] 有学者提出采用高强度的活性粉末混凝土和石英骨料制作人造石板材

（CN103613338），有效提高了水泥基人造石的强度。但活性粉末混凝土需要热水养护或高温

蒸压养护，工艺比较复杂。另外，仅采用石英骨料的人造石板材的纹理比较单一，装饰性有

局限。此外，该水泥基人造石板材仍然没有解决泛碱问题，板材的外观美观性这一关键性能

没有保障。

[0006] 水泥基材料的泛碱现象最常见的是表面有不规则的粉末状、絮团状或絮片状的白

色物体，其原因是水泥水化后产生的副产物氢氧化钙沿毛细孔析出表面，与空气中的二氧

化碳发生反应生成白色不可溶的碳酸钙。材料中的一些可溶碱也有可能析出反应生成一些

其他颜色的物质。泛碱会破坏水泥基材料的装饰效果，如果材料是彩色的话会发生褪色现

象。

[0007] 现代水泥基材料大多数都会掺入火山灰填料，这些材料能够与水泥水化后产生的

氢氧化钙反应，形成水化硅酸钙，不仅材料的强度因此可以有所提高，渗透率有所降低，泛

碱程度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常用的火山灰填料，如粉煤灰、高炉矿渣粉、硅灰等，都只

能在微米级以上的大毛细孔中与氢氧化钙反应，不足以有效堵塞泛碱通道。因此泛碱问题

改善非常有限。

发明内容

[0008]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材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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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用于装饰板材的制备工艺，利用本发明的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材料制备装饰板材，

不仅可以大幅度提高水泥基材料板材的抗泛碱性能，而且具有超高强度、耐候性好，容易获

得各种石材纹理、颜色的装饰板材，制作工艺简单高效。

[0009] 所述的一种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材料，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组

份：无机胶凝材料0.5‑1.5份，砂石骨料1.5‑3.0份，减水剂0.003‑0.025份，无机颜料0‑0.1

份，特种纤维0‑0.1份，水0.16‑0.25份。

[0010] 所述的一种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材料，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组

份：无机胶凝材料0.8‑1 .2份，砂石骨料2.0‑2.5份，减水剂0.005‑0.02份，无机颜料0‑0.1

份，特种纤维0.02‑0.07份，水0.20‑0.23份。

[0011] 所述的一种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材料，其特征在于无机胶凝材料由以下重量

份数的组份组成：水泥0.9‑1.1份，火山灰质粉料0.15‑0.35份，沉淀二氧化硅粉料0.02‑0.1

份。

[0012] 所述的一种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为强度等级42.5

以上的普通硅酸盐水泥或白色硅酸盐水泥；所述火山灰质粉料为粉煤灰、高炉矿渣粉或硅

灰中的至少一种；所述沉淀二氧化硅粉料的粒径为10纳米以下。

[0013] 所述的一种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材料，其特征在于砂石骨料的粒径都在15mm

以下，所述砂石骨料是由建筑用砂石骨料与天然花岗岩或天然大理石掺杂而成，所述建筑

用砂石骨料与天然花岗岩或天然大理石的掺杂重量配比为1:1~12。

[0014] 所述的一种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砂石骨料是粒径在

15mm以下的天然花岗岩或天然大理石。

[0015] 所述的一种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特种纤维为超高分子

量聚乙烯纤维，长度20‑40mm，直径0.02‑0.03mm。

[0016] 所述的一种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减水剂为聚羧酸高效

减水剂或三聚氰胺高效减水剂。

[0017] 所述的一种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无机颜料为氧化铁颜

料。

[0018] 所述的一种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材料用于制作装饰板材的制备工艺，其特征

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19] 1）搅拌：按比例称量各原料，将称量的干料全部倒入强制式混凝土搅拌机，干混均

匀后，加水再搅拌2‑4分钟，以保证充分分散、均匀；

[0020] 2）浇注：将搅拌后的物料浇注到模具内，模具放置在振动台上进行振动成型，以保

证良好消泡、致密；

[0021] 3）养护：然后在室温、90%以上相对湿度的环境下养护18‑24小时后脱模，得到毛坯

板，之后继续在室温、90%相对湿度的环境下养护龄期至少1‑2天后，对毛坯板进行表面处

理；

[0022] 4）表面处理：对得到的毛坯板表面进行抛光、修边（根据需要可以在表面涂刷装饰

保护涂料），即制得装饰板材。

[0023]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取得的有益效果是：

[0024] 1）本发明在无机胶凝材料中除了采用传统的火山灰质细粉，还掺入粒径10纳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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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沉淀二氧化硅超细粉。火山灰质细粉可以在微米级以上的大毛细孔中与水泥水化产生

的氢氧化钙反应，将材料中大毛细孔的泛碱通道进行堵塞。而粒径10纳米以下的沉淀二氧

化硅可以在纳米级的微毛细孔和超微毛细孔与氢氧化钙反应，在微毛细孔和超微毛细孔中

生成密实的硅酸钙矿物质，从而把材料中的泛碱通道基本全部堵塞，极大延缓甚至避免泛

碱现象产生，同时可以极大提高混凝土常温养护下的强度，不需要借助高温热水或蒸汽养

护，简化制备工艺和提高生产效率。

[0025] 2）本发明的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材料制备的装饰板具有优秀的抗泛碱性能，

抗折强度大于12MPa，抗压强度大于120MPa，吸水率小于0.5%（由于材料中毛细孔基本堵塞，

不易吸收水分，因此吸水率极低）。另外，本发明在无机人造石材料掺入特种纤维（超高分子

量聚乙烯纤维），该特种纤维可以有效耗散荷载产生的能量，改善人造石板材的韧性和抗弯

折性能，从而不需要使用传统工艺必须的网格布，简化制备工艺和提高生产效率。本发明的

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材料中掺入了天然花岗岩或天然大理石骨料，制备的装饰板在表

面打磨后能够呈现天然石材纹理。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限于此。

[0027]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粉煤灰均采用Ⅲ级粉煤灰，高炉矿渣粉购自于日照钢铁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0028] 实施例1：

[0029] 一种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材料，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无机胶凝材料1

份，砂石骨料1.7份，聚羧酸高效减水剂0.005份，水0.16份。

[0030] 所述无机胶凝材料为强度等级为52.5级普通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粒径10纳米以

下沉淀二氧化硅按重量比例为1  :  0.29  :  0.09进行配合而成。所述砂石骨料为粒径10mm

以下的天然花岗岩骨料和粒径10mm以下的普通建筑用砂石骨料按重量比例92%:8%配合而

成。

[0031] 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装饰板材制备：按比例称量各原料，将称量的干料全部

倒入强制式混凝土搅拌机，干混30秒钟，加水再搅拌3分钟后，将搅拌后的物料浇注到模具

内，模具放置在振动台上进行振动20秒，然后在20°C、90%相对湿度的标准条件下养护24小

时后脱模，之后继续在20°C、90%湿度的标准条件下养护至28天龄期，然后进行抛光、修边，

即制得装饰板材。

[0032] 实施例2：

[0033] 一种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材料，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无机胶凝材料1

份，砂石骨料2.2份，三聚氰胺高效减水剂0.019份，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0.05份（长度20‑

40mm，直径0.02‑0.03mm），水0.21份。

[0034] 所述无机胶凝材料为强度等级为52.5级普通硅酸盐水泥、高炉矿渣粉、硅灰、粒径

10纳米以下沉淀二氧化硅按重量比例为1  :  0.14  :  0.04  :  0.05进行配合而成。所述砂石

骨料为粒径10mm以下的天然花岗岩骨料和粒径10mm以下的普通建筑用砂石骨料按重量比

例57%:43%配合而成。

[0035] 实施例2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装饰板材的制备步骤同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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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实施例3：

[0037] 一种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材料，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无机胶凝材料1

份，砂石骨料2.8份，聚羧酸高效减水剂0.016份，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0.02份（长度20‑

40mm，直径0.02‑0.03mm），水0.23份。

[0038] 所述无机胶凝材料为强度等级为52.5级普通硅酸盐水泥、粉煤灰、高炉矿渣粉、粒

径10纳米以下沉淀二氧化硅按重量比例为1:0.08:0.14:0.04进行配合而成。所述砂石骨料

粒径10mm以下的天然大理石骨料和粒径10mm以下的普通建筑用砂石骨料按重量比例74%:

26%配合而成。

[0039] 实施例3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装饰板材的制备步骤同实施例1。

[0040] 实施例4：

[0041] 一种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材料，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无机胶凝材料1

份，砂石骨料2份，聚羧酸高效减水剂0.006份，氧化铁红颜料0.005份，水0.20份。

[0042] 所述无机胶凝材料为强度等级为42.5级普通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粒径10纳米以

下沉淀二氧化硅按重量比例为1  :  0.27  :  0.06进行配合而成。所述砂石骨料粒径10mm以

下的天然花岗岩骨料和粒径10mm以下的普通建筑用砂石骨料按重量比例86%:14%配合而

成。

[0043] 实施例4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装饰板材的制备步骤同实施例1，但养护至2天

龄期就进行抛光、修边，制得装饰板材。

[0044] 实施例5：

[0045] 一种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材料，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无机胶凝材料1

份，砂石骨料2.4份，聚羧酸高效减水剂0.017份，氧化铁红颜料0.01份，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纤维0.03份（长度20‑40mm，直径0.02‑0.03mm），水0.22份。

[0046] 所述无机胶凝材料为强度等级为52.5级白色硅酸盐水泥、高炉矿渣粉、粒径10纳

米以下沉淀二氧化硅按重量比例为1:0.2:0 .05进行配合而成。所述砂石骨料全部为粒径

15mm以下的天然大理石骨料。

[0047] 实施例5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装饰板材的制备步骤同实施例1。

[0048] 实验例测试结果：

[0049] 对实施例1‑5制备的装饰板材分别进行性能测试，本发明采用的性能测试方法如

下：抗折强度、抗压强度、吸水率按《出口人造石检验方法》SN∕T  0308‑1993试验方法测试。

泛碱测试方法是将50x50x2cm大小的板材样块放置户外环境，定期观察。各实施例性能测试

结果见下表1。

[0050] 作为对比，表1还给出了常规C40水泥基路面砖石的性能以及国家标准对天然花岗

岩和天然大理石的性能指标要求。

[0051] 其中，本发明所采用的天然花岗岩和天然大理石，均符合表1中列出的国家标准对

天然花岗岩和天然大理石的性能指标要求。

[0052]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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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0054] 从表1可以看到，本发明的抗泛碱高强度无机人造石材料的强度和吸水率性能比

常规水泥基人造路面砖石有飞跃性的提高，并且完全满足国标对天然石材的要求，抗泛碱

性能也远优于常规水泥基人造路面砖石，户外放置1年也没有观察到任何泛碱现象，而常规

水泥基人造路面砖石户外放置2个月就已经泛碱严重。

[0055] 本说明书所述的内容仅仅是对发明构思实现形式的列举，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应

当被视为仅限于实施例所陈述的具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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