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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以偶联剂处理氧化铝提

高性能的人造石英石，其以质量份计的原料包

括：40-70目石英砂4250-4450份、700-1300目石

英粉180-270份和树脂780-860份；还包括以质量

份计的原料：300-500目石英粉和325-450目以偶

联剂处理的氧化铝共计1700-1900份，所述以偶

联剂处理的氧化铝的氧化铝原料为α-Al2O3。本

发明还公开了上述人造石英石的制备方法。当石

英石的配方体系加入α-Al2O3后，不仅能增强的

石英石的力学性能，且不影响石英石的外观，还

能提高其外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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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偶联剂处理氧化铝提高性能的人造石英石，其特征在于，其以质量份计的原料包

括：40-70目石英砂4250-4450份、700-1300目石英粉180-270份和树脂780-860份；

还包括以质量份计的原料：300-500目石英粉和325-450目以偶联剂处理的氧化铝共计

1700-1900份，所述以偶联剂处理的氧化铝的氧化铝原料为α-Al2O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人造石英石，其特征在于，所述300-500目石英粉和325-450目

以偶联剂处理的氧化铝的质量比为85-95：5-15。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人造石英石，其特征在于，所述300-500目石英粉和325-450目

以偶联剂处理的氧化铝的质量比为85:1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人造石英石，其特征在于，所述以偶联剂处理的氧化铝的粒度

为400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人造石英石，其特征在于，所述以偶联剂处理的氧化铝选用的

偶联剂是KH550。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人造石英石，其特征在于，所述以偶联剂处理的氧化铝的处理

方法为：将干燥的氧化铝加入到高速搅拌机中，然后边搅拌边滴加偶联剂KH550并加热，使

得偶联剂KH550包覆到氧化铝表面粒子表面。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人造石英石，其特征在于，对氧化铝进行处理时，偶联剂KH550

的加入量为氧化铝的质量的5％。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人造石英石，其特征在于，其以树脂质量为基准进行百分比计

的原料包括偶联剂0.7％和固化剂1％。

9.一种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人造石英石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人造石英石的原料按照配方量均匀混合，获得混合料；

(2)将混合料进行布料，布料完毕后，在真空条件下振动压制成型，得坯料；

(3)将坯料进行固化，固化后的料材进行定厚抛光，得人造石英石。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2)中，压制成型时，真空

条件为-0.1MPa，抽真空的时间为1min，振动时间为12s；

在所述步骤(3)中，固化条件为130℃/1小时；

在所述步骤(3)，将抛光后的石英石清洗干净，放入已调好的烘箱干燥120min，温度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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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偶联剂处理氧化铝提高性能的人造石英石及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人造石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以偶联剂处理氧化铝提高性能的人造

石英石及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人造石英石是由石英砂粉为主要填料，以不饱和聚酯树脂作为粘合剂，经过抽真

空、振动压实、固化等步骤加工而成的人造石材，其质地坚硬、结构致密，具有其他装饰材料

无法比拟的耐磨、耐压、耐高温、抗腐蚀、防渗透等特性。人造石英石被广泛应用于酒店、餐

厅、银行、医院、展览、实验室等公共建筑和厨房台面、洗脸台、厨卫墙面、餐桌、茶几、窗台、

门套等家庭装修领域。

[0003] 虽然人造石英石可以代替天然石材、高档陶瓷、木材、金属类装饰材料，但，人造石

英石普遍存在抗冲击性差，易折断等缺陷。根据人造石英石的力学性能不同分为A、B和C三

个等级，其中，A级可用于室内装修，因此，提高人造石英石的力学性能是非常有必要的。现

有技术中，人造石英石通常加入不同的填料来提高力学性能，如改性碳酸钙，但随之而来的

是改变了人造石英石的通透性，影响其表面图案的表现效果。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以偶联剂处理氧化铝提高性能的人造石英石及制备

方法，该人造石具有较高的力学性能。

[0005] 为达此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以偶联剂处理氧化铝提高性能的人造石英石，其以质量份计的原料包括：40-

70目石英砂4250-4450份、700-1300目石英粉180-270份和树脂780-860  份；

[0007] 还包括以质量份计的原料：300-500目石英粉和325-450目以偶联剂处理的氧化铝

共计1700-1900份；以偶联剂处理的氧化铝的氧化铝原料为α-Al2O3。

[0008] 进一步的，300-500目石英粉和325-450目以偶联剂处理的氧化铝的质量比为85-

95：5-15。

[0009] 进一步的，300-500目石英粉和325-450目以偶联剂处理的氧化铝的质量比为85:

15。

[0010] 进一步的，以偶联剂处理的氧化铝的粒度为400目。

[0011] 进一步的，以偶联剂处理的氧化铝选用的偶联剂是KH550。

[0012] 进一步的，以偶联剂处理的氧化铝的处理方法为：将干燥的氧化铝加入到高速搅

拌机中，然后边搅拌边滴加偶联剂KH550并加热，使得偶联剂KH550包覆到氧化铝表面粒子

表面。

[0013] 进一步的，对氧化铝进行处理时，偶联剂KH550的加入量为氧化铝的质量的5％。

[0014] 进一步的，其以树脂质量为基准进行百分比计的原料包括偶联剂0.7％和固化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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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一种人造石英石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6] (1)将人造石英石的原料按照配方量均匀混合，获得混合料；

[0017] (2)将混合料进行布料，布料完毕后，在真空条件下振动压制成型，得坯料；

[0018] (3)将坯料进行固化，固化后的料材进行定厚抛光，得人造石英石。

[0019] 进一步的，在步骤(2)中，压制成型时，真空条件为-0.1MPa，抽真空的时间为1min，

振动时间为12s；

[0020] 在步骤(3)中，固化条件为130℃/1小时；

[0021] 在步骤(3)，将抛光后的石英石清洗干净，放入已调好的烘箱干燥120min，温度为

40℃。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3] α-Al2O3是桶状或锥状的三方晶体，有玻璃光泽或金刚光泽，密度为3.9-4.1g/cm，

硬度9，熔点2000±15℃。刚玉不溶于水、酸碱，耐高温、耐磨，其质地致密、硬度高。当石英石

的配方体系加入α-Al2O3后，不仅能增强的石英石的力学性能，且不影响石英石的外观，还能

提高其外观效果。

[0024] 本发明石英石的配方体系中加入氧化铝能提高石英石的力学性能。以偶联剂处理

的氧化铝使得氧化铝的表面包裹有偶联剂，使得氧化铝有更好的分散性和稳定性。当以偶

联剂处理的氧化铝加入石英石配方体系后，能与树脂有更好的相容性，在树脂中有更好的

分散性，降低粉料团聚。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组A的人造石英石板材弯曲强度的示意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组A的人造石英石板材冲击韧性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28] 一种以偶联剂处理氧化铝提高性能的人造石英石，其以质量份计的原料包括：40-

70目石英砂4250-4450份、700-1300目石英粉180-270份和树脂780-860  份；还包括以质量

份计的原料：300-500目石英粉和325-450目以偶联剂处理的氧化铝共计1700-1900份。

[0029] 该人造石英石的原料还有以树脂质量为基准进行百分比计的原料包括偶联剂

0.7％和固化剂1％；由于以偶联剂处理的氧化铝包含了偶联剂，该偶联剂能够与树脂反应，

促进树脂的固化，因此，石英石配方体系中减少了偶联剂的加入量。以偶联剂处理的氧化铝

的氧化铝原料为α-Al2O3。

[0030] α-Al2O3是桶状或锥状的三方晶体，有玻璃光泽或金刚光泽，密度为  3.9-4.1g/cm，

硬度9，熔点2000±15℃。刚玉不溶于水、酸碱，耐高温、耐磨，其质地致密、硬度高。当石英石

的配方体系加入α-Al2O3后，不仅能增强的石英石的力学性能，且不影响石英石的外观，还能

提高其外观效果。

[0031] 本发明石英石的配方体系中加入氧化铝能提高石英石的力学性能。以偶联剂处理

的氧化铝使得氧化铝的表面包裹有偶联剂，使得氧化铝有更好的分散性和稳定性。当以偶

联剂处理的氧化铝加入石英石配方体系后，能与树脂有更好的相容性，在树脂中有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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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性，降低粉料团聚。

[0032] 300-500目石英粉和325-450目以偶联剂处理的氧化铝的质量比为85-95：  5-15。

通过改变粉料堆叠中石英粉和氧化铝粉的比例，以达到增强板材硬度、耐磨度和力学性能

的目的。本发明中，石英粉与氧化铝粉的粒径相差较小，通过限定配方体系中两者的比例，

使配方体系中的石英粉与粉料的配比保持在合理范围内，保证石英砂颗粒间空隙能充分填

充。与此同时，限定以偶联剂处理的氧化铝的粒径为325-450目，而非纳米级氧化铝，能更好

的提高石英石的力学性能，成本低。

[0033] 优选的，300-500目石英粉和325-450目以偶联剂处理的氧化铝的质量比为85:15。

通过限定石英粉和以偶联剂处理的氧化铝的具体配比，在该配比下，石英石的力学性能更

加稳定，保证产品的稳定性。

[0034] 优选的，以偶联剂处理的氧化铝的粒度为400目。该粒径的氧化铝与325 目石英粉

组合能更好的填充石英砂的颗粒空隙，且能更好的稳定石英石的力学性能。

[0035] 优选的，以偶联剂处理的氧化铝选用的偶联剂是KH550。

[0036] 以偶联剂处理的氧化铝的处理方法为：将干燥的氧化铝加入到高速搅拌机中，然

后边搅拌边滴加偶联剂KH550并加热，使得偶联剂KH550包覆到氧化铝表面粒子表面。

[0037] KH550偶联剂与石英石配方体系中的树脂、偶联剂和固化剂有较好的相容性，对石

英石固化无影响，保证了氧化铝的均匀分散。以干法处理氧化铝的操作步骤简单，氧化铝颗

粒表面能均匀包覆KH550偶联剂。

[0038] 对氧化铝进行处理时，偶联剂KH550的加入量为氧化铝的质量的5％，当以偶联剂

处理的氧化铝的粒度是325-450目时，与偶联剂KH550的质量比能保证颗粒能被偶联剂

KH550完全包覆，并且实现氧化铝的干法处理，处理完成后高速搅拌机内无偶联剂KH550残

留。

[0039] 一种人造石英石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0] (1)将人造石英石的原料按照配方量均匀混合，获得混合料；

[0041] (2)将混合料进行布料，布料完毕后，在真空条件下振动压制成型，得坯料；

[0042] (3)将坯料进行固化，固化后的料材进行定厚抛光，得人造石英石。

[0043] 采用上述制备方法获得的石英石板材，由于配方体系中加入了以偶联剂处理的氧

化铝，提高了石英石的力学性能。

[0044] 进一步的，在步骤(2)中，压制成型时，真空条件为-0.1MPa，抽真空的时间为1min，

振动时间为12s。采用上述参数时，能将物料中的空气充分吸除，确保成品板材中无气孔，保

证板材质量。由于以偶联剂处理的氧化铝与树脂、固化剂等有很好的相容性，且粉料与石英

砂有合理的粒径配比，很短的振动时间即可排除混合料中的空气。

[0045] 在步骤(3)中，固化条件为130℃/1小时。该固化温度和固化时间的设置能保证树

脂能完全固化，提高固化的效率。

[0046] 在步骤(3)，将抛光后的石英石清洗干净，放入已调好的烘箱干燥120min，温度为

40℃。石英石板材经过定厚和抛光后，还可根据的规格进行切割。采用清水进行清洗，清洗

后的板材表面潮湿，需进行干燥。采用40℃的干燥温度使板材缓慢干燥，能在最大程度上保

护板材，还能够进一步去除板材中的挥发物。

[0047] 实施组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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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本实施例组调整了偶联剂处理氧化铝与325目石英粉的比例，本实施例组的人造

石英石配方如表1所示。

[0049] 表1

[0050]

[0051] 本实施例组的人造石英石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2] (1)将人造石英石的原料按照配方量均匀混合，获得混合料；

[0053] (2)将混合料进行布料，布料完毕后，在真空条件下振动压制成型，得坯料；压制成

型时，真空条件为-0.1MPa，抽真空的时间为1min，振动时间为12s；

[0054] (3)将坯料进行固化，固化条件为130℃/1小时；固化后的料材进行定厚抛光，得人

造石英石。将抛光后的石英石清洗干净，放入已调好的烘箱干燥  120min，温度为40℃。

[0055] 其中，以偶联剂处理的氧化铝选用的偶联剂是KH550。以偶联剂处理的氧化铝的处

理方法为：将干燥的氧化铝加入到高速搅拌机中，然后边搅拌边滴加偶联剂KH550并加热，

使得偶联剂KH550包覆到氧化铝表面粒子表面。

[0056] 实施例A1-A4的人造石英石均随机选取5块板材进行力学性能测试，测试结果如表

2所示。图1和图2是对实施例A1-A4的人造石英石均随机选取5块板材的弯曲强度和冲击韧

性数值的连线图。

[0057] 由表2、图1和图2可知，当配方体系中添加以偶联剂处理氧化铝与325 目石英粉的

比例15：85时，人造石英石板材的弯曲性能和冲击韧性比较稳定。

[0058]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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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0060]

[0061] 实施例组B的人造石石英石配方如表3所示。

[0062] 本实施例组的人造石英石配方如表3所示，其制备方法与实施例组B的方法相同。

[0063]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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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0065] 本实施例组的人造石英石的力学性能均有所提高，当石英石的配方体系加入α-

Al2O3后，不仅能增强的石英石的力学性能，且不影响石英石的外观，还能提高其外观效果。

本发明石英石的配方体系中加入氧化铝能提高石英石的力学性能。以偶联剂处理的氧化铝

使得氧化铝的表面包裹有偶联剂，使得氧化铝有更好的分散性和稳定性。当以偶联剂处理

的氧化铝加入石英石配方体系后，能与树脂有更好的相容性，在树脂中有更好的分散性，降

低粉料团聚。

[0066] 实施例B6的力学性能稍由于实施例B1，当配方体系中石英粉的粒径减小时，石英

石的质地更加坚硬，密度增大，但随之而来的是，成本提高。实施例  B2-B4的力学性能位于

实施例B1与B6之间，原材料成本适中，较适于工业生产。

[0067] 以上结合具体实施例描述了本发明的技术原理。这些描述只是为了解释本发明的

原理，而不能以任何方式解释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制。基于此处的解释，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不需要付出创造性的劳动即可联想到本发明的其它具体实施方式，这些方式都将落入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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