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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超疏水建筑陶瓷砖及其

制备方法，由建筑陶瓷砖坯体以及涂覆于建筑陶

瓷砖坯体表面的复合涂层构成；所述复合涂层至

少为二层，即底部涂层和表面涂层；所述建筑陶

瓷砖坯体的原料组成为界牌土5～20wt％、闽清

土5～25wt％、立安土0～15wt％、石英10～

40wt％、长石20～45wt％；所述底部涂层的原料

组成为氧化铝10～30wt％、石英30～60wt％、石

灰石10～25wt％、白云石10～25wt％、锂辉石0～

10wt％、氧化锌1～10wt％；所述表面涂层由浓度

为0.01～1mol/L的聚苯乙烯浆料和粘结剂组成。

本发明通过配方设计和复合涂层的使用，实现了

建筑陶瓷砖的超疏水自清洁性能；制备方法生产

成本低、方法简单，可广泛应用于各种建筑陶瓷

砖的生产，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应用前景。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6页

CN 114105684 A

2022.03.01

CN
 1
14
10
56
84
 A



1.一种超疏水建筑陶瓷砖，其特征在于：由建筑陶瓷砖坯体以及涂覆于建筑陶瓷砖坯

体表面的复合涂层构成；所述复合涂层至少为二层，即底部涂层和表面涂层；所述建筑陶瓷

砖坯体的原料组成为界牌土5～20wt％、闽清土5～25wt％、立安土0～15wt％、石英10～

40wt％、长石20～45wt％；所述底部涂层的原料组成为氧化铝10～30wt％、石英30～

60wt％、石灰石10～25wt％、白云石10～25wt％、锂辉石0～10wt％、氧化锌1～10wt％；所述

表面涂层由浓度为0.01～1mol/L的聚苯乙烯浆料和粘结剂组成，所述粘结剂为CMC、PVA和

氟化聚氨酯弹性体中的一种或其组合，按照摩尔比聚苯乙烯浆料∶粘结剂＝1∶0.1～0.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疏水建筑陶瓷砖，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涂层还包括位于底

部涂层和表面涂层之间的中间透明涂层；所述中间透明涂层的原料组成为钾长石10～

30wt％、石英20～50wt％、石灰石7～19wt％、白云石3～7wt％、锂辉石0～10wt％、氧化锌1

～9wt％、熔块1～58wt％。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超疏水建筑陶瓷砖，其特征在于：所述熔块的化学组成为SiO2 

40～60wt％、K2O  1～10wt％、Na2O  1～10wt％、CaO  5～10wt％、Al2O36～17wt％、B2O3  5～

17wt％。

4.权利要求‑3之一1所述超疏水建筑陶瓷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建筑陶瓷砖坯体的制备

将所述建筑陶瓷砖坯体的原料各组成按照配比混合均匀，经球磨、过筛、陈腐、搅拌、精

制、注浆、干燥、素烧处理后，经冷却即获得建筑陶瓷砖坯体；

(2)底部涂层浆料、中间透明涂层浆料的制备

将所述底部涂层的原料各组成按照配比混合均匀，经球磨和过筛，获得均匀的底部涂

层浆料；同样方法，制得中间透明涂层浆料；

(3)底部涂层、中间透明涂层的制备

将所述底部涂层浆料均匀涂覆于建筑陶瓷砖坯体的表面，待阴干后得到具有底部涂层

的建筑陶瓷砖坯体；或者，继续涂覆所述中间透明涂层浆料于底部涂层之上，待阴干后得到

具有中间透明涂层的建筑陶瓷砖坯体；

(4)聚苯乙烯浆料的制备

将氢氧化钾与苯乙烯单体按照体积比1∶1混合，并超声10～60min，静置后，取上层苯乙

烯，并加入浓度为0.001～0.05mol/L的过硫酸钾溶液，以及0.001～0.07mol/L的十六烷基

三甲基溴化铵溶液形成混合溶液；其中，按照体积比苯乙烯单体∶过硫酸钾溶液∶十六烷基

三甲基溴化铵溶液＝1∶0.1～6∶0.1～6；将所述混合溶液置于60～100℃水浴中加热搅拌1

～50h；离心清洗2～30次，加入水配置成浓度为0.01～1mol/L的聚苯乙烯浆料；

(5)表面涂层浆料的制备

将所述聚苯乙烯浆料和粘结剂按照配比混合均匀，得到表面涂层浆料；

(6)表面涂层的制备

将所述表面涂层浆料采用喷涂的方法均匀喷涂在具有底部涂层的建筑陶瓷砖坯体、或

者具有中间透明涂层的建筑陶瓷砖坯体上，经烘干即获得超疏水建筑陶瓷砖。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超疏水建筑陶瓷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素

烧温度为600～1300℃。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超疏水建筑陶瓷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6)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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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方法如下：喷涂的空气压强为0.1～5MPa，喷口直径为1～5mm，喷嘴距离基底涂层为1～

20cm。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超疏水建筑陶瓷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6)烘

干温度为80～280℃，烘干时间为1～6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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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超疏水建筑陶瓷砖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陶瓷材料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超疏水建筑陶瓷砖及其制备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建筑陶瓷砖已经被广泛应用于  各

种类型的房屋装饰，瓷砖的应用范围及用量也获得了显著增加。例如建筑外墙砖， 由于其

良好的耐酸碱性，物理化学性能稳定，因此主要应用于建筑外墙的装饰和保  护。内墙砖和

地砖也由于其光滑、自清洁的性能被应用于室内室外装修。然而，对  于外墙砖而言，由于其

常年暴露在空气中，表面受水体冲刷、粉尘或者其他悬浮颗  粒的污染黏附导致墙体受潮、

生霉，极大的破坏了建筑物的美观，每年都需花费大  量的人力物力清洗。内墙砖和地砖则

通常会出现返潮现象，应用于室外的地砖在冬  天寒冷的时候也容易出现结冰。因此，制备

出具有超疏水性能的瓷砖，不仅能够保  持墙面的干燥，使得墙面具有优异的防水、防冰能

力，而且还具有自清洁、耐腐蚀 以及避免因墙体潮湿而生霉的特点。

[0003] 目前，制备超疏水材料的方法有喷涂法、刻蚀法和溶胶凝胶法等。其中，喷涂  法由

于工艺简单、成本低廉、适合大面积生产等特点被广泛应用。虽然对于超疏水  材料的报道

较多，但是尚未见到超疏水自清洁建筑陶瓷砖的报道。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超疏水建筑陶瓷砖，通过配  方

设计和复合涂层的使用，实现建筑陶瓷砖的超疏水自清洁性能。本发明的另一目 的在于提

供上述超疏水建筑陶瓷砖的制备方法。

[0005]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6]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超疏水建筑陶瓷砖，由建筑陶瓷砖坯体以及涂覆于建筑陶瓷 

砖坯体表面的复合涂层构成；所述复合涂层至少为二层，即底部涂层和表面涂层；  所述建

筑陶瓷砖坯体的原料组成为界牌土5～20wt％、闽清土5～25wt％、立安土  0～15wt％、石英

10～40wt％、长石20～45wt％；所述底部涂层的原料组成为氧化  铝10～30wt％、石英30～

60wt％、石灰石10～25wt％、白云石10～25wt％、锂  辉石0～10wt％、氧化锌1～10wt％；所

述表面涂层由浓度为0.01～1mol/L的聚苯 乙烯浆料和粘结剂组成，所述粘结剂为CMC、PVA

和氟化聚氨酯弹性体中的一种  或其组合，按照摩尔比聚苯乙烯浆料∶粘结剂＝1∶0.1～

0.4。

[0007] 进一步地，本发明所述复合涂层还包括位于底部涂层和表面涂层之间的中间透 

明涂层；所述中间透明涂层的原料组成为钾长石10～30wt％、石英20～50wt％、  石灰石7～

19wt％、白云石3～7wt％、锂辉石0～10wt％、氧化锌1～9wt％、熔块  1～58wt％。所述熔块

的化学组成为SiO240～60wt％、K2O  1～10wt％、Na2O  1～  10wt％、CaO  5～10wt％、Al2O36～

17wt％、B2O35～17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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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9] 本发明提供的上述超疏水建筑陶瓷砖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0] (1)建筑陶瓷砖坯体的制备

[0011] 将所述建筑陶瓷砖坯体的原料各组成按照配比混合均匀，经球磨、过筛、陈腐、  搅

拌、精制、注浆、干燥、素烧处理后，经冷却即获得建筑陶瓷砖坯体；

[0012] (2)底部涂层浆料、中间透明涂层浆料的制备

[0013] 将所述底部涂层的原料各组成按照配比混合均匀，经球磨和过筛，获得均匀的  底

部涂层浆料；同样方法，制得中间透明涂层浆料；

[0014] (3)底部涂层、中间透明涂层的制备

[0015] 将所述底部涂层浆料均匀涂覆于建筑陶瓷砖坯体的表面，待阴干后得到具有底 

部涂层的建筑陶瓷砖坯体；或者，继续涂覆所述中间透明涂层浆料于底部涂层之上，  待阴

干后得到具有中间透明涂层的建筑陶瓷砖坯体；

[0016] (4)聚苯乙烯浆料的制备

[0017] 将氢氧化钾与苯乙烯单体按照体积比1∶1混合，并超声10～60min，静置后，  取上

层苯乙烯，并加入浓度为0.001～0.05mol/L的过硫酸钾溶液，以及0.001～  0.07mol/L的十

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溶液形成混合溶液；其中，按照体积比苯乙烯单  体∶过硫酸钾溶液∶十

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溶液＝1∶0.1～6∶0.1～6；将所述混合  溶液置于60～100℃水浴中加

热搅拌1～50h；离心清洗2～30次，加入水配置成浓  度为0.01～1mol/L的聚苯乙烯浆料；

[0018] (5)表面涂层浆料的制备

[0019] 将所述聚苯乙烯浆料和粘结剂按照配比混合均匀，得到表面涂层浆料；

[0020] (6)表面涂层的制备

[0021] 将所述表面涂层浆料采用喷涂的方法均匀喷涂在具有底部涂层的建筑陶瓷砖坯 

体、或者具有中间透明涂层的建筑陶瓷砖坯体上，经烘干即获得超疏水建筑陶瓷砖。

[0022] 进一步地，本发明制备方法所述步骤(1)素烧温度为600～1300℃。所述步骤(6) 

喷涂方法如下：喷涂的空气压强为0.1～5MPa，喷口直径为1～5mm，喷嘴距离基  底涂层为1

～20cm；烘干温度为80～280℃，烘干时间为1～60min。

[0023]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4] (1)本发明首次通过构筑复合涂层的方式，形成了具有超高疏水性、自清洁性  能

良好的建筑陶瓷砖，为高性能超疏水自清洁材料的制备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方  法。本发

明制备的超疏水自清洁建筑陶瓷砖均具有大于155°的接触角，能够非常好  地利用雨水或

者雾滴消除粉尘等污染，且防水抗结冰，在工业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  潜力。

[0025] (2)本发明制备方法生产成本低、方法简单，可广泛应用于各种建筑陶瓷砖的  生

产，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应用前景。

[0026]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本发明实施例一种超疏水建筑陶瓷砖，由建筑陶瓷砖坯体以及涂覆于建筑陶瓷 

砖坯体表面的复合涂层构成。复合涂层至少为二层，即底部涂层和表面涂层；或者，  还包括

位于底部涂层和表面涂层之间的中间透明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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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建筑陶瓷砖坯体的原料组成为界牌土5～20wt％、闽清土5～25wt％、立安土  0～

15wt％、石英10～40wt％、长石20～45wt％。

[0029] 底部涂层的原料组成为氧化铝10～30wt％、石英30～60wt％、石灰石10～25 

wt％、白云石10～25wt％、锂辉石0～10wt％、氧化锌1～10wt％。

[0030] 表面涂层由浓度为0.01～1mol/L的聚苯乙烯浆料和粘结剂组成，其中粘结剂为 

CMC、PVA和氟化聚氨酯弹性体中的一种或其组合，按照摩尔比聚苯乙烯∶粘结剂  ＝1∶0.1～

0.4。

[0031] 中间透明涂层的原料组成为钾长石10～30wt％、石英20～50wt％、石灰石7～ 

19wt％、白云石3～7wt％、锂辉石0～10wt％、氧化锌1～9wt％、熔块1～58wt％；  其中熔块

的化学组成为SiO240～60wt％、K2O  1～10wt％、Na2O  1～10wt％、CaO  5～10wt％、Al2O36～

17wt％、B2O35～17wt％。

[0032] 各实施例建筑陶瓷砖坯体以及涂层的原料组成如表1所示；熔块的化学组成如  表

2所示。

[0033] 表1本发明实施例建筑陶瓷砖坯体以及涂层的原料组成

[0034]

[0035] *按照摩尔比CMC+PVA＝1∶1

[0036] 表2本发明实施例熔块的化学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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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0038] 实施例一超疏水建筑陶瓷砖的制备方法，其步骤如下：

[0039] (1)建筑陶瓷砖坯体的制备

[0040] 按照表1所示将建筑陶瓷砖坯体的原料各组成进行配比混合均匀，经球磨、过  筛、

陈腐、搅拌、精制、注浆、干燥处理后，在900℃温度下素烧，冷却后获得建 筑陶瓷砖坯体；

[0041] (2)底部涂层浆料、中间透明涂层浆料的制备

[0042] 按照表1所示将底部涂层的原料各组成进行配比混合均匀，经球磨和过筛，获  得

均匀的底部涂层浆料；同样方法，制得中间透明涂层浆料；

[0043] (3)底部涂层、中间透明涂层的制备

[0044] 将底部涂层浆料均匀涂覆于建筑陶瓷砖坯体的表面，待阴干后得到具有底部涂 

层的建筑陶瓷砖坯体；或者，继续涂覆中间透明涂层浆料于底部涂层之上，待阴干  后得到

具有中间透明涂层的建筑陶瓷砖坯体；

[0045] (4)聚苯乙烯浆料的制备

[0046] 将氢氧化钾与苯乙烯单体按照体积比1∶1混合，并超声15min、静置60min  后，取上

层苯乙烯，加入浓度为0.008mol/L的过硫酸钾溶液以及0.002mol的十六  烷基三甲基溴化

铵溶液形成混合溶液，其中，按照体积比苯乙烯单体∶过硫酸钾溶  液∶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

铵溶液＝1∶3∶3；将该混合溶液置于80℃水浴中加热搅  拌2h，离心清洗5次后，加入水配置

成浓度为0.05mol/L的聚苯乙烯浆料；

[0047] (5)表面涂层浆料的制备

[0048] 将上述聚苯乙烯浆料和粘结剂按照摩尔比聚苯乙烯浆料∶粘结剂＝1∶0.2混合  均

匀，得到表面涂层浆料；

[0049] (6)表面涂层的制备

[0050] 将上述表面涂层浆料采用喷涂的方法均匀喷涂在具有底部涂层的建筑陶瓷砖坯 

体、或者具有中间透明涂层的建筑陶瓷砖坯体上，喷涂的空气压强为0.5MPa，喷 口直径为

3mm，喷嘴距离基底涂层为8cm；随后放入180℃温度下烘20min，即 获得超疏水建筑陶瓷砖。

[0051] 实施例二超疏水建筑陶瓷砖的制备方法，其步骤如下：

[0052] (1)建筑陶瓷砖坯体的制备

[0053] 按照表1所示将建筑陶瓷砖坯体的原料各组成进行配比混合均匀，经球磨、过  筛、

陈腐、搅拌、精制、注浆、干燥处理后，在900℃温度下素烧，冷却后获得建 筑陶瓷砖坯体；

[0054] (2)底部涂层浆料、中间透明涂层浆料的制备

[0055] 按照表1所示将底部涂层的原料各组成进行配比混合均匀，经球磨和过筛，获  得

均匀的底部涂层浆料；同样方法，制得中间透明涂层浆料；

[0056] (3)底部涂层、中间透明涂层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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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将底部涂层浆料均匀涂覆于建筑陶瓷砖坯体的表面，待阴干后得到具有底部涂 

层的建筑陶瓷砖坯体；或者，继续涂覆中间透明涂层浆料于底部涂层之上，待阴干  后得到

具有中间透明涂层的建筑陶瓷砖坯体；

[0058] (4)聚苯乙烯浆料的制备

[0059] 将氢氧化钾与苯乙烯单体按照体积比1∶1混合，并超声20min、静置60min  后，取上

层苯乙烯，加入浓度为0.003mol/L的过硫酸钾溶液以及0.005mol的十六  烷基三甲基溴化

铵溶液形成混合溶液，其中，按照体积比苯乙烯单体∶过硫酸钾溶  液∶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

铵溶液＝1∶6∶6；将该混合溶液置于70℃水浴中加热搅  拌8h，离心清洗15次后，加入水配置

成浓度为0.06mol/L的聚苯乙烯浆料；

[0060] (5)表面涂层浆料的制备

[0061] 将上述聚苯乙烯浆料和粘结剂按照摩尔比聚苯乙烯浆料∶粘结剂＝1∶0.2混合  均

匀，得到表面涂层浆料；

[0062] (6)表面涂层的制备

[0063] 将上述表面涂层浆料采用喷涂的方法均匀喷涂在具有底部涂层的建筑陶瓷砖坯 

体、或者具有中间透明涂层的建筑陶瓷砖坯体上，喷涂的空气压强为0.25MPa，喷 口直径为

2mm，喷嘴距离基底涂层为9cm；随后放入120℃温度下烘16min，即 获得超疏水建筑陶瓷砖。

[0064] 实施例三超疏水建筑陶瓷砖的制备方法，其步骤如下：

[0065] (1)建筑陶瓷砖坯体的制备

[0066] 按照表1所示将陶瓷砖坯体的原料各组成进行配比混合均匀，经球磨、过筛、  陈

腐、搅拌、精制、注浆、干燥处理后，在800℃温度下素烧，冷却后获得建筑陶 瓷砖坯体；

[0067] (2)底部涂层浆料、中间透明涂层浆料的制备

[0068] 按照表1所示将底部涂层的原料各组成进行配比混合均匀，经球磨和过筛，获  得

均匀的底部涂层浆料；同样方法，制得中间透明涂层浆料；

[0069] (3)底部涂层、中间透明涂层的制备

[0070] 将底部涂层浆料均匀涂覆于建筑陶瓷砖坯体的表面，待阴干后得到具有底部涂 

层的建筑陶瓷砖坯体；或者，继续涂覆中间透明涂层浆料于底部涂层之上，待阴干  后得到

具有中间透明涂层的建筑陶瓷砖坯体；

[0071] (4)聚苯乙烯浆料的制备

[0072] 将氢氧化钾与苯乙烯单体按照体积比1∶1混合，并超声20min、静置60min  后，取上

层苯乙烯，加入浓度为0.001mol/L的过硫酸钾溶液以及0.001mol的十六  烷基三甲基溴化

铵溶液形成混合溶液，其中，按照体积比苯乙烯单体∶过硫酸钾溶  液∶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

铵溶液＝1∶2∶2；将该混合溶液置于60℃水浴中加热搅  拌8h，离心清洗2次后，加入水配置

成浓度为0.04mol/L的聚苯乙烯浆料；

[0073] (5)表面涂层浆料的制备

[0074] 将上述聚苯乙烯浆料和粘结剂按照摩尔比聚苯乙烯浆料∶粘结剂＝1∶0.3混合  均

匀，得到表面涂层浆料；

[0075] (6)表面涂层的制备

[0076] 将上述表面涂层浆料采用喷涂的方法均匀喷涂在具有底部涂层的建筑陶瓷砖坯 

体、或者具有中间透明涂层的建筑陶瓷砖坯体上，喷涂的空气压强为3MPa，喷口  直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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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m，喷嘴距离基底涂层为16cm；随后放入170℃温度下烘34min，即获  得超疏水建筑陶瓷

砖。

[0077] 实施例四超疏水建筑陶瓷砖的制备方法，其步骤如下：

[0078] (1)建筑陶瓷砖坯体的制备

[0079] 按照表1所示将陶瓷砖坯体的原料各组成进行配比混合均匀，经球磨、过筛、  陈

腐、搅拌、精制、注浆、干燥处理后，在1100℃温度下素烧，冷却后获得建筑陶 瓷砖坯体；

[0080] (2)底部涂层浆料、中间透明涂层浆料的制备

[0081] 按照表1所示将底部涂层的原料各组成进行配比混合均匀，经球磨和过筛，获  得

均匀的底部涂层浆料；同样方法，制得中间透明涂层浆料；

[0082] (3)底部涂层、中间透明涂层的制备

[0083] 将底部涂层浆料均匀涂覆于建筑陶瓷砖坯体的表面，待阴干后得到具有底部涂 

层的建筑陶瓷砖坯体；或者，继续涂覆中间透明涂层浆料于底部涂层之上，待阴干  后得到

具有中间透明涂层的建筑陶瓷砖坯体；

[0084] (4)聚苯乙烯浆料的制备

[0085] 将氢氧化钾与苯乙烯单体按照体积比1∶1混合，并超声15min、静置60min  后，取上

层苯乙烯，加入浓度为0.05mol/L的过硫酸钾溶液以及0.02mol的十六烷  基三甲基溴化铵

溶液形成混合溶液，其中，按照体积比苯乙烯单体∶过硫酸钾溶液∶  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

溶液＝1∶5∶5；将该混合溶液置于80℃水浴中加热搅拌10  h，离心清洗5次后，加入水配置成

浓度为0.04mol/L的聚苯乙烯浆料；

[0086] (5)表面涂层浆料的制备

[0087] 将上述聚苯乙烯浆料和粘结剂按照摩尔比聚苯乙烯浆料∶粘结剂＝1∶0.4混合  均

匀，得到表面涂层浆料；

[0088] (6)表面涂层的制备

[0089] 将上述表面涂层浆料采用喷涂的方法均匀喷涂在具有底部涂层的建筑陶瓷砖坯 

体、或者具有中间透明涂层的建筑陶瓷砖坯体上，喷涂的空气压强为0.8MPa，喷 口直径为

2mm，喷嘴距离基底涂层为10cm；随后放入180℃温度下烘30min，即  获得超疏水建筑陶瓷

砖。

[0090] 本发明实施例制备的超疏水建筑陶瓷砖的性能指标如表3所示。

[0091] 表3本发明实施例制备的超疏水建筑陶瓷砖的性能指标

[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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