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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瓷砖胶的柔性增强材料

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以所述柔性增强材料的总

重量计，该柔性增强材料包括：偏高岭土40-

80wt％，超细矿粉5-20wt％，粉煤灰5-15wt％，纳

米二氧化硅3-15wt％和木质纤维4-20wt％。本发

明的柔性增强材料，在显著增强瓷砖胶的柔性的

同时，还能够使瓷砖胶的粘结强度得到一定程度

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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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瓷砖胶的柔性增强材料，其特征在于，以所述柔性增强材料的总重量计，该柔性

增强材料包括：偏高岭土40-80wt％，超细矿粉5-20wt％，粉煤灰5-15wt％，纳米二氧化硅3-

15wt％和木质纤维4-20wt％。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柔性增强材料，其中，所述偏高岭土的细度为D90≥15μm，目数

≥1000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柔性增强材料，其中，所述超细矿粉的细度为D90≥15μm，目数

≥1000目，1天活性指数≥10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柔性增强材料，其中，所述粉煤灰的强度活性指标≥70％，烧

失量≤8.0wt％，游离氧化钙的含量≤4.0wt％，45μm方孔筛余量≤2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柔性增强材料，其中，所述纳米二氧化硅的平均粒径为5-

100n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柔性增强材料，其中，所述木质纤维的长度为0.5-10mm。

7.权利要求1-6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柔性增强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该制备方法

包括：将偏高岭土，超细矿粉，粉煤灰，纳米二氧化硅和木质纤维混合均匀，得到所述柔性增

强材料。

8.权利要求1-6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柔性增强材料作为瓷砖胶柔性增强剂的应用。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应用，其中，以所述瓷砖胶的总重量计，所述瓷砖胶柔性增强

剂的添加量为2-10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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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瓷砖胶的柔性增强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瓷砖胶添加剂技术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瓷砖胶的柔性增强材料

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瓷砖胶又称陶瓷砖粘合剂或粘结剂、粘胶泥等多种叫法，是现代装潢的新型材料，

替代了传统水泥黄沙，胶粘结力是水泥砂浆的数倍，能有效粘贴大型的瓷砖石材，避免掉砖

的风险。主要用于粘贴瓷砖、面砖、地砖等装饰材料，广泛适用于内外墙面、地面、浴室、厨房

等建筑的饰面装饰场所。但是，对于铺贴大板或超大板，以及基层变形较大、温差较大的区

域，瓷砖胶的柔韧性仍然不足，需要对其进行增韧，传统的增韧方法主要通过在瓷砖胶中添

加胶粉来解决瓷砖胶的柔性问题；例如，公开号为CN104230271A的专利申请，公开了一种柔

性瓷砖胶粘剂，包括下述组分，以质量份数计，普通硅酸盐水泥5-15，填料65-85，纤维素醚

0.15-0.3，胶粘剂8-15，木质素纤维0.05-0.5，触变剂0.10-0.3，减水剂0.10-0.2；上述专利

申请是通过在瓷砖胶粘剂中添加较多可再分散乳胶粉来提高柔性胶粘剂的柔性与拉伸粘

结强度，进而克服传统瓷砖胶粘剂在石膏板、木材等变形较大基层粘结时，出现瓷砖空鼓、

掉砖或固化速度慢等现象；上述专利申请由于使用了较多的可再分散乳胶粉，存在显著的

提高了瓷砖胶的材料成本的问题。另外，公告号为CN104446230B的专利公开了一种利用玄

武岩纤维改善瓷砖胶黏剂的柔性的方案，具体为，以重量份数计，包括以下组分：水泥35～

45份；玄武岩纤维0.1～1份；砂45～65份；该专利通过在传统瓷砖胶黏剂配方中引入玄武岩

纤维组分，以提高瓷砖胶黏剂的耐热胶粘强度和柔韧性。但是，通过添加玄武岩纤维只能对

胶粘剂的柔性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难以从根本解决瓷砖胶的柔性问题；同时，由于玄武岩

纤维是以天然玄武岩石料在1450℃～1500℃熔融后，通过铂铑合金拉丝漏板高速拉制而成

的连续纤维，需要消耗大量能耗，还存在高耗能，不环保节能和价格昂贵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用于瓷砖胶的柔性增强材料，该

柔性增强材料能够解决瓷砖胶的柔性问题，环保、且成本低廉。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提供一种瓷砖胶的柔性增强材料，以所述

柔性增强材料的总重量计，该柔性增强材料包括：偏高岭土40-80wt％，超细矿粉5-20wt％，

粉煤灰5-15wt％，纳米二氧化硅3-15wt％和木质纤维4-20wt％。

[0005] 本发明的第二方面提供上述柔性增强材料的制备方法，该制备方法包括：将偏高

岭土，超细矿粉，粉煤灰，纳米二氧化硅和木质纤维混合均匀，得到所述柔性增强材料。

[0006] 本发明的第三方面提供上述柔性增强材料作为瓷砖胶柔性增强剂的应用。

[000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具有如下优点：

[0008] (1)本发明的柔性增强材料，在显著增强瓷砖胶的柔性的同时，还能够使瓷砖胶的

粘结强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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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2)本发明的柔性增强材料在瓷砖胶的应用中，能够降低瓷砖胶中的胶粉或水泥

的用量，进而实现节约成本。

[0010] (3)本发明的柔性增强材料，原料成本低，制备工艺简单，适于工业化生产应用。

[0011] 本发明的其它特征和优点将在随后具体实施方式部分予以详细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下面将更详细地描述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虽然以下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

方式，然而应该理解，可以以各种形式实现本发明而不应被这里阐述的实施方式所限制。相

反，提供这些实施方式是为了使本发明更加透彻和完整，并且能够将本发明的范围完整地

传达给本领域的技术人员。

[0013] 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提供一种瓷砖胶的柔性增强材料，以所述柔性增强材料的总重

量计，该柔性增强材料包括：偏高岭土40-80wt％，超细矿粉5-20wt％，粉煤灰5-15wt％，纳

米二氧化硅3-15wt％和木质纤维4-20wt％。

[0014] 本发明中，所述偏高岭土优选为50-70wt％，所述纳米二氧化硅优选为5-15wt％，

木质纤维优选为8-18wt％。

[0015] 发明人研究发现：瓷砖胶是由多种性质差异较大的材料组成的，在化学反应过程

中将形成性质差异较大的界面，如无机胶凝产物、有机聚合物、砂、惰性微细颗粒、纤维之间

形成的各种简单或者复杂多相结合界面。因此，瓷砖胶材料在受弯破坏后，有些界面结合紧

密，断裂面粗糙，有些界面结合较弱，断裂面较为光滑。有机聚合物与无机聚合物因化学性

质差异较大，容易产生过度界面，当过度界面现象明显时，会影响材料的柔性发挥，抗弯强

度降低。因此，在瓷砖胶中单一加入木质纤维，并不能显著提高瓷砖胶的柔性；因此，本发明

利用不同物料的协同效应以显著改善纤维-无机聚合物界面间的粘结性能，减少界面间的

刚性与柔性差异，增加聚合物结构网络的韧性，从而提高瓷砖胶材料的抗弯强度，降低纤维

从基体中拔出的概率，增强材料的柔性。

[0016] 本发明中，加入的偏高岭土和纳米二氧化硅均为超细颗粒，其表面具有的高活化

表面能，易吸附于木质纤维表面，并通过羟基化将生成C-S-H凝胶及钙矾石；因成核点多，且

结晶粒度小，界面结合强度较高，增强了木质纤维与水泥水化基体之间的粘结性能。超细矿

粉的活性略逊于纳米二氧化硅与偏高岭土，但其与水泥聚合物体系有良好地适应性，可通

过解离反应形成众多活化硅氧四面体结构，生成C-S-H凝胶以及钙矾石，提高了基体材料强

度与密实度的同时，可以缓冲溶液PH值，防止纤维表面生成大结晶尺寸的Ca(OH)2以及钙矾

石，从而提高了木质纤维表面层反应产物的密实度，有效地增强了粘结性能，在受弯过程中

可以充分发挥纤维的拉伸性能。另一方面，活性超细颗粒均匀的分布于浆体中，其体积效应

与量子隧道效应可渗透到有机聚合物中形成空间网状结构，从而大幅度提高聚合物膜的韧

性，同时还能增强无机聚合物与有机聚合物之间的界面粘结力，进而提高材料的柔韧性。

[0017] 根据本发明，优选地，所述偏高岭土的细度为D90≥15μm，目数≥1000目。

[0018] 本发明中，D90≥15μm是指通过15μm孔径的物料占物料总量的90％以上。

[0019] 根据本发明，优选地，所述超细矿粉的细度为D90≥15μm，目数≥1000目，1天活性

指数≥100％。

[0020] 本发明中，所述超细矿粉为水淬高炉矿渣经烘干、粉磨、分选后得到的超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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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本发明中，D90≥15μm是指通过15μm孔径的物料占物料总量的90％以上。

[0022] 根据本发明，优选地，所述粉煤灰的强度活性指标≥70％，烧失量≤8.0wt％，游离

氧化钙的含量≤4.0wt％，45μm方孔筛余量≤25％。

[0023] 本发明中，所述粉煤灰优选为燃煤电厂从煤燃烧后的烟气中收捕下来的细灰。

[0024] 根据本发明，优选地，所述纳米二氧化硅的平均粒径为5-100nm；优选为10-50nm。

[0025] 根据本发明，优选地，所述木质纤维的长度为0.5-10mm。

[0026] 本发明的第二方面提供上述柔性增强材料的制备方法，该制备方法包括：将偏高

岭土，超细矿粉，粉煤灰，纳米二氧化硅和木质纤维混合均匀，得到所述柔性增强材料。

[0027] 本发明的第三方面提供上述柔性增强材料作为瓷砖胶柔性增强剂的应用。

[0028] 根据本发明，优选地，以所述瓷砖胶的总重量计，所述瓷砖胶柔性增强剂的添加量

为2-10wt％。

[0029] 本发明中，所述以所述瓷砖胶的总重量计中的瓷砖胶不包括瓷砖胶柔性增强剂。

[0030] 以下通过实施例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0031] 以下各实施例所用的偏高岭土的细度为D90≥15μm，目数为1250目；超细矿粉的细

度为D90≥15μm，目数为1200目，1天活性指数为110％；粉煤灰(所用粉煤灰为燃煤电厂从煤

燃烧后的烟气中收捕下来的细灰)的强度活性指标为73％，烧失量为3wt％，游离氧化钙的

含量为2wt％，45μm方孔筛余量为18％；纳米二氧化硅的平均粒径为20nm；木质纤维的长度

为0.5mm。

[0032] 以下各对比例和应用实例所用的瓷砖胶中：MGH12纤维素醚购自上海惠广精细化

工有限公司，5010N胶粉购自瓦克化学(中国)有限公司，5044N胶粉购自瓦克化学(中国)有

限公司。

[0033] 实施例1

[0034]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瓷砖胶的柔性增强材料，以所述柔性增强材料的总重量计，该

柔性增强材料由如下组分组成：偏高岭土60wt％，超细矿粉12wt％，粉煤灰10wt％，纳米二

氧化硅8wt％和木质纤维10wt％。

[0035] 制备方法为：将偏高岭土，超细矿粉，粉煤灰，纳米二氧化硅和木质纤维混合均匀，

得到所述柔性增强材料。

[0036] 表1中的对比例1和应用实例1-2所用的瓷砖胶配方如下：其中，对比例1中不添加

实施例1制备的柔性增强材料，应用实例1-2分别添加了3wt％和7wt％的实施例1制备的柔

性增强材料(以瓷砖胶的总重量计)；表1中各测试项目均参照标准JC/T  547-2017《陶瓷砖

胶粘剂》进行测试。

[0037] 瓷砖胶：P·O42 .5水泥400g，40-70目河砂400g，70-140目河砂200g，5010N胶粉

60g，甲酸钙7g和MGH12纤维素醚4g。

[0038]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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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0040] 实施例2

[0041]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瓷砖胶的柔性增强材料，以所述柔性增强材料的总重量计，该

柔性增强材料由如下组分组成：偏高岭土56wt％，超细矿粉14wt％，粉煤灰10wt％，纳米二

氧化硅8wt％和木质纤维12wt％。

[0042] 制备方法为：将偏高岭土，超细矿粉，粉煤灰，纳米二氧化硅和木质纤维混合均匀，

得到所述柔性增强材料。

[0043] 表2中的对比例2和应用实例3-4所用的瓷砖胶配方如下：其中，对比例2中不添加

实施例2制备的柔性增强材料，应用实例3-4分别添加了4wt％和8wt％的实施例2制备的柔

性增强材料(以瓷砖胶的总重量计)；表2中各测试项目均参照标准JC/T  547-2017《陶瓷砖

胶粘剂》进行测试。

[0044] 瓷砖胶：P·O42 .5水泥400g，40-70目河砂400g，70-140目河砂200g，5010N胶粉

50g，甲酸钙7g和MGH12纤维素醚4g。

[0045] 表2

[0046]

[0047] 实施例3

[0048]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瓷砖胶的柔性增强材料，以所述柔性增强材料的总重量计，该

柔性增强材料由如下组分组成：偏高岭土61wt％，超细矿粉8wt％，粉煤灰7wt％，纳米二氧

化硅10wt％和木质纤维14wt％。

[0049] 制备方法为：将偏高岭土，超细矿粉，粉煤灰，纳米二氧化硅和木质纤维混合均匀，

得到所述柔性增强材料。

[0050] 对比例3和应用实例5-7所用的瓷砖胶配方(所述瓷砖胶配方不包括柔性增强材

料)见表3：其中，对比例3中不添加实施例3制备的柔性增强材料，应用实例5-7分别添加了

2.97wt％、6.11wt％和9.46wt％的实施例3制备的柔性增强材料(以瓷砖胶的总重量计)；表

3中各测试项目均参照标准JC/T  547-2017《陶瓷砖胶粘剂》进行测试。

[0051]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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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0053] 表3中的加水量的百分比是指以瓷砖胶的总重量计。

[0054] 综上，由表1可知，在瓷砖胶中加入本发明的柔性增强材料，显著地提高了瓷砖胶

的柔性，同时，还对浸水后拉伸粘结强度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0055] 由表1和表2对比可知，在瓷砖胶中加入柔性增强材料，在降低胶粉的用量的同时，

使得瓷砖胶仍然具有良好的浸水后拉伸粘结强度；同时，由表2中的数据可知，相较于对比

例2，在低胶粉含量的瓷砖胶中添加本发明的柔性增强材料，在提高了瓷砖胶的柔性同时，

还对浸水后拉伸粘结强度有一定程度的提高。由此可知，本发明的柔性增强材料能够降低

胶粉的用量，节约成本。

[0056] 由表3可知，在瓷砖胶中加入本发明的柔性增强材料，在不会使瓷砖胶的强度下降

的同时，可以取代部分P·O42.5水泥，提高瓷砖胶的柔性；同时，相对于对比例3，本发明的

柔性增强材料在提高瓷砖胶的柔性同时，还对浸水后拉伸粘结强度有一定程度的提高。由

此可知，本发明的柔性增强材料还能够降低水泥的用量，节约成本。

[0057] 以上已经描述了本发明的各实施例，上述说明是示例性的，并非穷尽性的，并且也

不限于所披露的各实施例。在不偏离所说明的各实施例的范围和精神的情况下，对于本技

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许多修改和变更都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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