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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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0715387.8

(22)申请日 2016.08.2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316134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1.11

(73)专利权人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地址 430074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

388号

(72)发明人 杨眉　肖莹　周健　

(74)专利代理机构 湖北武汉永嘉专利代理有限

公司 42102

代理人 唐万荣

(51)Int.Cl.

C03C 10/04(2006.01)

C03C 6/10(2006.01)

C03B 32/0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246454 A,2000.03.08,

CN 101648774 A,2010.02.17,

CN 102050581 A,2011.05.11,

审查员 赵华英

 

(54)发明名称

一种透辉石和长石主晶相微晶玻璃及其制

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低硅高钙镁型铁尾

矿为主要原料，采用烧结法制备透辉石和长石主

晶相微晶玻璃的方法。通过在微晶玻璃配方中加

入铁尾矿，将混合均匀磨细后的原料在高温下熔

融后水淬得到玻璃粒料，再将玻璃粒料按一定方

式铺料，最后烧结、晶化、摊平制得性能优良的透

辉石和长石主晶相微晶玻璃。本发明涉及的工艺

设备简单，原料中添加铁尾矿可以减少天然原料

和化工原料的用量，且不需要添加晶核剂，尾矿

中含有的Na2O、K2O等助熔成分能够降低玻璃熔

制温度，因此可以大大降低生产成本，生产出满

足市场需求的微晶玻璃产品，同时有效改善尾矿

堆积带来的环境问题，顺应了国家环保的大政方

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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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透辉石和长石主晶相微晶玻璃，其特征在于，由以下组份烧制而成，各组份按重

量份数计包括：铁尾矿30～40份、SiO2  40～50份、MgO  1～5份、CaO  3～12份、Al2O3  3～8份、

ZnO  2～5份、Na2CO3  4～7份、B2O3  1～2份；

所述铁尾矿中的化学组份的质量百分数包括：SiO2  25～40%、TFe2O3  15～30%、MgO  15～

20%、CaO  10～18%、Al2O3  4～8%、K2O  1～2%、Na2O  0.2～1%；

其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配料和混料：按配比称取各原料，将原料混合均匀后，进行研磨得混合原料；

2）熔融和水淬处理：将混合原料加热进行熔融处理，将所得熔融液进行水淬处理，然后

将所得玻璃粒料进行烘干、粉磨得玻璃粉料；

3）晶化和摊平处理：将所得玻璃粉料平铺在耐火坩埚中，加热至800～900℃保温晶化1

～2h，然后进行摊平处理，随炉冷却至室温，得透辉石和长石主晶相微晶玻璃。

2.一种透辉石和长石主晶相微晶玻璃，其特征在于，由以下组份烧制而成，各组份按重

量份数计包括：铁尾矿30～40份、方解石4～8份、石英36～42份、钾长石15～19份、MgO  1～4

份、Al2O3  3～6份、ZnO  2～3份、B2O3  1～2份；

所述铁尾矿中的化学组份的质量百分数包括：SiO2  25～40%、TFe2O3  15～30%、MgO  15～

20%、CaO  10～18%、Al2O3  4～8%、K2O  1～2%、Na2O  0.2～1%；

其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配料和混料：按配比称取各原料，将原料混合均匀后，进行研磨得混合原料；

2）熔融和水淬处理：将混合原料加热进行熔融处理，将所得熔融液进行水淬处理，然后

将所得玻璃粒料进行烘干、粉磨得玻璃粉料；

3）晶化和摊平处理：将所得玻璃粉料平铺在耐火坩埚中，加热至800～900℃保温晶化1

～2h，然后进行摊平处理，随炉冷却至室温，得透辉石和长石主晶相微晶玻璃。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透辉石和长石主晶相微晶玻璃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如下步骤：

1）配料和混料：按配比称取各原料，将原料混合均匀后，进行研磨得混合原料；

2）熔融和水淬处理：将混合原料加热进行熔融处理，将所得熔融液进行水淬处理，然后

将所得玻璃粒料进行烘干、粉磨得玻璃粉料；

3）晶化和摊平处理：将所得玻璃粉料平铺在耐火坩埚中，加热至800～900℃保温晶化1

～2h，然后进行摊平处理，随炉冷却至室温，得透辉石和长石主晶相微晶玻璃。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研磨要求为置于研磨机

中研磨至所得粉料的粒度达到200目以下不小于95wt  %。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熔融处理工艺为：升温

至1400～1500℃保温2～3h。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粉磨要求为粉磨至粒度

小于100目。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摊平处理条件为1120～

1140℃下保温0.5～1h进行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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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透辉石和长石主晶相微晶玻璃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装饰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透辉石和长石主晶相微晶玻璃

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微晶玻璃是将具有特定组成的基础玻璃在加热过程中通过控制晶化而制得的一

类含有大量微晶相及玻璃相的多晶固体材料。微晶玻璃在机械强度、硬度、热膨胀性、化学

稳定性、光学和电学性能等方面显现出优异的性能，因而广泛应用于建筑装饰、机械、光学、

电子、生物医学和化学化工等领域。其中建筑装饰用微晶玻璃的使用量最大，经济效益显

著，其装饰效果和理化性能均优于普通玻璃、瓷砖、花岗岩和大理石板材，已成为具有良好

市场前景的新型高档建筑装饰材料。

[0003] 铁尾矿是选矿厂将铁矿石磨细并选取有用组分后所排放的废弃物。铁尾矿是我国

排放量最大、综合利用率最低的工业固体废弃物，其综合利用率仅为10％左右。铁尾矿的堆

存不仅占用大量土地资源，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一些年久的尾矿库还存在安全隐

患，因此，合理有效的利用铁尾矿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铁尾矿除了运输费用

外，其它成本基本为零，因此用铁尾矿为主要原料制备微晶玻璃不仅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

高经济效益，还能够有效缓解资源与环境压力。

[0004] 微晶玻璃常用的生产工艺主要为烧结法和整体析晶法。烧结法因其基础玻璃的熔

融温度低和时间短，析晶能力高，可不加或少加晶核剂，生产过程比较容易控制，可方便地

生产出具有类似天然石材花纹的异型板材和各种曲面板，产品品种多，质量稳定，而被广泛

采用。烧结法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产品气孔率较高，板材容易翘曲变形。微晶玻璃的性能主要

决定于微晶相的种类、晶粒尺寸和数量、残余玻璃相的性质和数量。以上诸因素，又取决于

原料配方及热处理制度。热处理制度不但决定微晶体的尺寸和数量，而且在某些系统中导

致主晶相的变化，从而使材料性能发生显著变化。微晶玻璃的原料配方不同，其主晶相的种

类不同。因此原料配方设计和热处理工艺制度，是决定微晶玻璃性能的关键技术。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利用铁尾矿作为主要原料，制备

出性能优良的透辉石和长石主晶相微晶玻璃的方法，使铁尾矿利用最大化，实现节约资源、

降低生产成本和保护环境等目的。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透辉石和长石主晶相微晶玻璃，由以下组份烧制而成，各组份按重量份数计

包括：铁尾矿30～40份、SiO240～50份、MgO  1～5份、CaO  3～12份、Al2O33～8份、ZnO  2～5

份、Na2CO34～7份、B2O31～2份。

[0008] 一种透辉石和长石主晶相微晶玻璃，各组份按重量份数计包括：铁尾矿30～40份、

方解石4～8份、石英36～42份、钾长石15～19份、MgO  1～4份、Al2O33～6份、ZnO  2～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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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O31～2份。

[0009] 上述方案中，所述铁尾矿主要化学组份的质量百分数包括：SiO 225～40％、

TFe2O315～30％、MgO  15～20％、CaO  10～18％、Al2O34～8％、K2O  1～2％、Na2O  0.2～1％。

[0010] 本发明涉及的铁尾矿为低硅高钙镁型，针对铁尾矿的成分特点，进行了原料配方

设计，研究制备出了一种透辉石和长石为主晶相、含有少量磁铁矿的微晶玻璃。该微晶玻璃

具有较高的力学强度、硬度、化学稳定性和热稳定性，在建筑装饰、化学化工等领域具有良

好的市场前景。

[0011] 上述一种透辉石和长石主晶相微晶玻璃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2] 1)配料和混料：按配比称取各原料，将原料混合均匀后，进行研磨得混合原料；

[0013] 2)熔融和水淬处理：将混合原料加热进行熔融处理，将所得熔融液进行水淬处理，

然后将所得玻璃粒料进行烘干、粉磨得玻璃粉料；

[0014] 3)晶化和摊平处理：将所得玻璃粉料平铺在耐火坩埚中，加热至800～900℃保温

晶化1～2h，然后进行摊平处理，随炉冷却至室温，得透辉石和长石主晶相微晶玻璃。

[0015] 上述方案中，步骤1)中所述研磨要求为置于研磨机中研磨至所得粉料的粒度达到

200目以下不小于95wt％。

[0016] 上述方案中，步骤2)中所述熔融处理工艺为：升温至1400～1500℃保温2～3h。

[0017] 上述方案中，步骤2)中所述粉磨要求为粉磨至粒度小于100目。

[0018] 上述方案中，步骤3)中所述摊平处理条件为1120～1140℃下保温0.5～1h进行摊

平。

[0019] 根据上述方案制备的透辉石和长石主晶相微晶玻璃，其弯曲强度为30～50MPa，体

积密度为2.5～2.6g/m3，吸水率为0.12～0.15％，耐酸性0.00～0.02％，耐碱性为0.00～

0.02％，莫氏硬度为5～7。样品性能达到并超过了JC/T872-2000《建筑装饰用微晶玻璃》行

业标准要求，耐酸碱性能优异。

[0020] 目前，烧结法是建筑装饰微晶玻璃广泛采用的制备方法，该方法存在的最大问题

是产品气孔率较高，板材容易翘曲变形。因此本发明人在基础玻璃晶化后增加了摊平工艺，

并对摊平温度和摊平时间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基础玻璃晶化后升温保温一

定时间进行摊平处理，样品物质流动性增加，其光滑平整度和致密度提高。但高温长时间摊

平，样品中晶体回熔，晶体数量减少，并出现反致密化，样品中气孔增大增多，强度下降。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2] 1)以铁尾矿为主要原料制备透辉石和长石主晶相微晶玻璃可以大大降低原料成

本，而且尾矿中含有的Na2O、K2O等助熔成分能够降低玻璃熔制温度，节约能耗，为铁尾矿的

处理提供了理想的途径，具有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0023] 2)本发明针对烧结法面临的产品气孔率较高，板材容易翘曲变形的难题，在基础

玻璃晶化后增加了摊平工艺，提高了产品的平整度、致密度和弯曲性能。

[0024] 3)基于本发明涉及的铁尾矿具有低硅高钙镁型成分特点，通过配方设计和工艺研

究，制备出一种以透辉石和长石为主晶相，含有少量磁铁矿的微晶玻璃，其弯曲强度，硬度、

耐酸碱性等主要指标均达到并超过了JC/T872-2000《建筑装饰用微晶玻璃》行业标准要求，

且耐酸碱性能优异，在建筑装饰、化学化工等领域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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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实施例1制备的透辉石和长石主晶相微晶玻璃的XRD图谱。

[0026] 图2为实施例1制备的透辉石和长石主晶相微晶玻璃的扫描电镜图。

[0027] 图3为实施例2制备的透辉石和长石主晶相微晶玻璃的XRD图谱。

[0028] 图4为实施例3制备的透辉石和长石主晶相微晶玻璃的XRD图谱。

[0029] 图5为不同摊平时间的微晶玻璃样品单偏光显微镜照片(a)1200℃保温40min，(b)

1200℃保温50min。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实例进一步阐明本发明的内容，但本发明不仅

仅局限于下面的实施例。

[0031] 以下实施例中，采用的铁尾矿为铁矿石选矿厂磁选之后所得废渣，其主要化学组

份的质量百分数包括：SiO230 .26％、TFe2O317 .01％、MgO  16 .55％、CaO  13 .16％、

Al2O35.01％、K2O1.10％、Na2O  0.42％。

[0032] 实施例1

[0033] 一种透辉石和长石主晶相微晶玻璃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34] 1)配料和混料：按配比称取原料，各组分按重量份数计包括：铁尾矿30份、SiO249

份、Al2O38份、CaO  3份、MgO  2份、Na2CO34份、ZnO  2份、B2O31份；将称取的原料混合均匀后，放

入振动磨中进行研磨至过200目以下不小于95wt％，得混合原料；

[0035] 2)熔融和水淬处理：将所得混合原料装入刚玉坩埚中，并放入硅钼棒高温电炉中，

加热至1450℃保温2h，进行熔融处理，将所得熔融液倒入冷水中进行水淬处理，然后将所得

玻璃粒料进行烘干，研磨至粒度小于100目后，得玻璃粉料；

[0036] 3)晶化和摊平处理：将所得玻璃粉料平铺在耐火坩埚中，然后置于硅钼棒电炉中

加热至880℃保温晶化2h，然后在1120℃下保温1小时进行摊平，随炉冷却至室温，得透辉石

和长石主晶相微晶玻璃。

[0037] 将本实施例所得产物进行X射线衍射分析，结果见图1。由图1可见，所得微晶玻璃

的物相组成主要为透辉石和长石，还含有少量磁铁矿。本实施例所得样品的扫描电镜分析

结果见图2，其晶相和玻璃相的比例分别占40％和60％左右，以长柱状晶体为主，晶体长度5

μm左右，直径1μm左右，样品结构致密。

[0038] 本实施例所得透辉石和长石主晶相微晶玻璃的弯曲强度为49.20MPa，莫氏硬度为

5～6，耐酸碱性为0，吸水率为0.12％。

[0039] 实施例2

[0040] 一种透辉石和长石主晶相微晶玻璃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41] 1)配料和混料：按配比称取原料，各组分按重量份数计包括：铁尾矿30份、SiO249

份、Al2O38份、CaO  3份、MgO  2份、Na2CO34份、ZnO  2份、B2O31份；将称取的原料混合均匀后，放

入振动磨中进行研磨至过200目以下不小于95wt％，得混合原料；

[0042] 2)熔融和水淬处理：将所得混合原料装入刚玉坩埚中，并放入硅钼棒高温电炉中，

加热至1450℃保温2.5h，进行熔融处理，将所得熔融液进行倒入冷水中进行水淬处理，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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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得玻璃粒料进行烘干，研磨至粒度小于100目后，得玻璃粉料；

[0043] 3)晶化和摊平处理：将所得玻璃粉料平铺在耐火坩埚中，然后置于硅钼棒电炉中

加热至860℃保温晶化2小时，然后在1140℃下保温0.5小时进行摊平，随炉冷却至室温，得

透辉石和长石主晶相微晶玻璃。

[0044] 将本实施例所得产物进行X射线衍射分析，结果见图3。由图3可见，所得微晶玻璃

的物相组成主要为透辉石和长石，还含有少量磁铁矿。

[0045] 本实施例所得透辉石和长石主晶相微晶玻璃的弯曲强度为48.05MPa。

[0046] 实施例3

[0047] 一种透辉石和长石主晶相微晶玻璃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48] 1)配料和混料：按配比称取原料，各组分按重量份数计包括：铁尾矿30份、方解石6

份、钾长石16份、石英39份、MgO  2份、Al2O35份、ZnO2份、B2O31份；将称取的原料混合均匀后，

放入振动磨中进行研磨至过200目以下不小于95wt％，得混合原料；

[0049] 2)熔融和水淬处理：将所得混合原料装入刚玉坩埚中，并放入硅钼棒高温电炉中，

加热至1450℃保温2小时，进行熔融处理，将所得熔融液进行倒入冷水中进行水淬处理，然

后将所得玻璃粒料进行烘干，研磨至粒度小于100目后，得玻璃粉料；

[0050] 3)晶化和摊平处理：将所得玻璃粉料平铺在耐火坩埚中，然后置于硅钼棒电炉中

加热至890℃保温晶化2小时，然后在1140℃下保温0.5小时进行摊平，随炉冷却至室温，得

透辉石和长石主晶相微晶玻璃。

[0051] 本实施例中采用的方解石、钾长石和石英的组成特征见表1。

[0052] 表1方解石、钾长石和石英的化学分析结果(计量单位：ω(B)/10-2)

[0053]

[0054] 将本实施例所得产物进行X射线衍射分析，结果见图4。由图4可见，所得微晶玻璃

的物相组成主要为透辉石和长石，还含有少量磁铁矿。

[0055] 检测结果表明，本实施例所得透辉石和长石主晶相微晶玻璃的莫氏硬度为6～7，

密度为2.572g/cm3，弯曲强度为30.05MPa。

[0056] 摊平处理工艺研究

[0057] 按实施例1所述配方和工艺制备透辉石和长石主晶相微晶玻璃，通过调节摊平温

度和时间研究其对微晶玻璃性能的影响，具体步骤如下:

[0058] 在步骤3)所述晶化步骤后，分别在不同温度摊平不同时间(具体见表2)，随炉冷却

后，观察样品状态和测试弯曲强度。由样品状态及其弯曲强度测试结果表2可以看出，低温

条件需要的摊平时间长；高温条件需要的摊平时间短。低温短时间摊平，样品表面不平整；

高温长时间摊平，样品表面不平整，且气孔增多增大。本发明在摊平温度1120℃下分别摊平

50min或60min，或者在摊平温度1140℃下分别摊平30min、40min、50min、60min时，样品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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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较好的平整度、致密度和弯曲强度。将两个在1200℃下摊平但保温时间不同(分别为

40min和50min)的样品磨成薄片后，在光学显微镜下进行观察，从图5可以看出在1200℃下，

随着保温时间增长，晶体变小同时边界变得圆滑，而且晶体数量也逐渐减少，所以认为高温

下长时间摊平造成晶体回熔程度增加，晶体数量减少。研究结果表明，基础玻璃晶化后升温

保温一定时间进行摊平处理，样品物质流动性增加，其光滑平整度和致密度提高。但高温长

时间摊平，样品中晶体回熔，晶体数量减少，并出现反致密化，样品中气孔增大增多，强度下

降。

[0059] 表2不同摊平温度及摊平时间下的微晶玻璃状态及弯曲强度

[0060]

[006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创造构思的前提下，做出若干改进和变换，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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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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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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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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