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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瓷砖胶，涉及胶黏剂技术

领域。本发明的瓷砖胶包括以下质量百分比的组

分：普通硅酸盐水泥35 .0％ -45 .0％，骨料

50.0％-65.0％，纤维素醚0.3％-0.5％，胶粘剂

1.5％-2.5％，改性剂0.05-0.50％。本发明在瓷

砖胶原料中增加粉末状偶联剂以加强可再分散

胶粉与无机材料之间协同作用，提高可再分散胶

粉利用效率，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瓷砖胶耐水、

耐温及耐冻融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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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瓷砖胶，其特征在于，所述瓷砖胶包括以下质量百分比的组分：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瓷砖胶，其特征在于，所述瓷砖胶包括以下质量百分比组

分：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瓷砖胶，其特征在于，所述瓷砖胶包括以下质量百分比组

分：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瓷砖胶，其特征在于，所述瓷砖胶包括以下质量百分比组

分：

5.如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一种瓷砖胶，其特征在于，所述普通硅酸盐水泥选自

42.5号普通硅酸盐水泥、42.5R号普通硅酸盐水泥或52.5号普通硅酸盐水泥。

6.如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一种瓷砖胶，其特征在于，所述骨料为40目～80目石英

砂、80目～120目石英砂、40目～80目水洗河砂及80目～120目水洗河砂中的至少一种。

7.如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一种瓷砖胶，其特征在于，所述胶粘剂选自醋酸乙烯酯

与乙烯共聚胶粉、乙烯与氯乙烯及月硅酸乙烯酯三元共聚胶粉、醋酸乙烯酯与乙烯及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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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酸乙烯酯三元共聚胶粉、醋酸乙烯酯与高级脂肪酸乙烯酯共聚胶粉、醋酸乙烯酯与丙

烯酸酯及高级脂肪酸乙烯酯三元共聚胶粉、丙烯酸酯与苯乙烯共聚胶粉或丙烯酸均聚胶粉

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混合物。

8.如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一种瓷砖胶，其特征在于，所述改性剂为硅烷偶联剂与

烷基萘磺酸盐的混合物，所述烷基萘磺酸盐与所述硅烷偶联剂的重量比为1: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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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瓷砖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胶黏剂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瓷砖胶。

背景技术

[0002] 瓷砖已经成为市场建筑领域中最常用饰面材料之一，然而瓷砖粘贴因各种原因经

常出现各种空鼓现象。为了解决该问题，通过对水泥砂浆进行聚合物改性，从而部分材质瓷

砖粘贴得到明显改善，正确施工工法下瓷砖很少出现空鼓现象。

[0003] 对于高品质瓷砖的粘贴，传统方法是瓷砖胶粘剂中大量加入可再分散胶粉来达到

瓷砖粘贴牢固效果，如通过大量增加胶粉用量，达到更好柔韧性能，满足于石膏板、木材等

变形大的基层之上粘贴瓷砖，性能指标达到JC/T  547-2017标准中C2型指标要求，但其成本

较高。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瓷砖胶，主要目的是解决成本高和粘结强度

低的问题。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主要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方面，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瓷砖胶，所述瓷砖胶包括以下质量百分比的组

分：

[0007]

[0008] 作为优选，所述瓷砖胶包括以下质量百分比组分：

[0009]

[0010] 作为优选，所述瓷砖胶包括以下质量百分比组分：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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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0013] 作为优选，所述瓷砖胶包括以下质量百分比组分：

[0014]

[0015] 作为优选，所述普通硅酸盐水泥选自42.5号普通硅酸盐水泥、42.5R号普通硅酸盐

水泥或52.5号普通硅酸盐水泥。

[0016] 作为优选，所述骨料为40目～80目石英砂、80目～120目石英砂、40目～80目水洗

河砂及80目～120目水洗河砂中的至少一种。

[0017] 作为优选，所述胶粘剂选自醋酸乙烯酯与乙烯共聚胶粉、乙烯与氯乙烯及月硅酸

乙烯酯三元共聚胶粉、醋酸乙烯酯与乙烯及高级脂肪酸乙烯酯三元共聚胶粉、醋酸乙烯酯

与高级脂肪酸乙烯酯共聚胶粉、醋酸乙烯酯与丙烯酸酯及高级脂肪酸乙烯酯三元共聚胶

粉、丙烯酸酯与苯乙烯共聚胶粉或丙烯酸均聚胶粉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混合物。

[0018] 作为优选，所述改性剂为硅烷偶联剂与烷基萘磺酸盐的混合物，所述烷基萘磺酸

盐与所述硅烷偶联剂的重量比为1:10～1:5。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0] 本发明针对瓷砖胶施工容易出现空鼓的技术问题，采用在瓷砖胶原料中增加改性

剂(硅烷偶联剂与烷基萘磺酸盐混合物)以加强可再分散胶粉与无机材料之间协同作用和

提高可再分散胶粉利用效率的技术手段，达到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瓷砖胶耐水、耐温及耐

冻融的技术效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为更进一步阐述本发明为达成预定发明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及功效,以下以较

佳实施例，对依据本发明申请的具体实施方式、技术方案、特征及其功效，详细说明如后。下

述说明中的多个实施例中的特定特征、结构、或特点可由任何合适形式组合。

[0022] 在下述实施例中，普通硅酸盐水泥为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42.5号普

通硅酸盐水泥、42.5R普通硅酸盐水泥及52.5普通硅酸盐水泥；纤维素醚为北京龙湖科技有

限公司提供的羟乙基甲基纤维素醚和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粘度分别在25000mPa .s及

40000mPa.s；胶粘剂为北京龙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醋酸乙烯酯与乙烯共聚胶粉和丙烯酸

酯与苯乙烯共聚胶粉；水洗河砂为唐山京润公司提供；硅烷偶联剂粉末为苏州帕特纳环保

新材料有限公司；烷基萘磺酸盐为绍兴浙创化工有限公司。其中，烷基萘磺酸盐和硅烷偶联

剂分别按质量比1:10、1:7及1:5进行混合均匀，分别标注为改性剂1、改性剂2及改性剂3。

[0023] 实施例1

说　明　书 2/6 页

5

CN 111205031 A

5



[0024] 按以下配方准备各原料，再混合搅拌均匀即得到瓷砖胶；

[0025] 各组分的具体重量(KG)配比如下：

[0026]

[0027] 实施例2

[0028] 按以下配方准备各原料，再混合搅拌均匀即得到瓷砖胶；

[0029] 各组分的具体重量(KG)配比如下：

[0030]

[0031] 实施例3

[0032] 按以下配方准备各原料，再混合搅拌均匀即得到瓷砖胶；

[0033] 各组分的具体重量(KG)配比如下：

[0034]

[0035]

[0036] 实施例4

[0037] 按以下配方准备各原料，再混合搅拌均匀即得到瓷砖胶；

[0038] 各组分的具体重量(KG)配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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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0040] 实施例5

[0041] 按以下配方准备各原料，再混合搅拌均匀即得到瓷砖胶；

[0042] 各组分的具体重量(KG)配比如下：

[0043]

[0044] 对比例1

[0045] 按以下配方准备各原料，再混合搅拌均匀即得到瓷砖胶；

[0046] 各组分的具体重量(KG)配比如下：

[0047]

[0048] 对比例2

[0049] 按以下配方准备各原料，再混合搅拌均匀即得到瓷砖胶；

[0050] 各组分的具体重量(KG)配比如下：

[0051]

[0052]

[0053] 对比例3

[0054] 按以下配方准备各原料，再混合搅拌均匀即得到瓷砖胶；

[0055] 各组分的具体重量(KG)配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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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0057] 根据JC/T  547-2017《陶瓷墙地砖胶粘剂》中水泥基瓷砖胶有关规定进行检测，对

具体实例1-5和对比例1和2产品性能进行检测，结果见表1和表2。

[0058] 表1.实施例1-实施例4检测结果

[0059]

[0060] 表2.实施例5、6和对比例1、2、3检测结果

[0061]

[0062]

[0063] 从表1和表2中可以看出，本发明的瓷砖胶通过添加改性剂，在可再分散胶粉参量

较低情况下，其物理力学性能完全达到标准中C2型指标要求。

[0064] 传统瓷砖胶为解决瓷砖贴施工容易出现空鼓的问题，采用在原料中添加大量胶粉

的技术手段，达到满足JC/T  547-2017标准中C2型指标要求的目的，具有柔韧较好，可用于

变形较大的石膏板、木材等基层的技术效果；但是其中因添加大量胶粉增加成本；传统胶粉

说　明　书 5/6 页

8

CN 111205031 A

8



含量远远大于本申请配方中胶粉。

[0065] 对比实施例3和对比例2，实施例4和对比例1及对比例3，两者配方基本相同，对比

例1和对比例2不含改性剂，对比例3中单独使用偶联剂，实施例3的瓷砖胶各种力学强度均

大于对比例2；同样，实施例4的瓷砖胶各种力学强度均大于对比例1，并且也大于对比例3中

单独使用偶联剂的瓷砖胶的各种力学强度。可知，在同样配方中，添加改性剂可以提高瓷砖

胶的粘结强度，不仅改善不添加偶联剂瓷砖胶，粘结强度较差，施工易出现空鼓现象，而且

也改善了单独添加偶联剂的瓷砖胶的力学性能。

[0066] 本发明针对上述技术问题设计了一种瓷砖胶的配方，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0067]

[0068] 本发明在配方中添加了特定比例的改性剂以及其他组分的特定比例，利用特定比

例的偶联剂加强特定比例的可再分散胶粉与无机材料之间的协同作用，提高了可再分散胶

粉利用效率；其中，改性剂为烷基萘磺酸盐与硅烷偶联剂按重量比为1:10～1:5的混合物。

[0069] 烷基萘磺酸盐和硅烷偶联剂按特定比例混合，进一步提升了硅烷偶联剂在瓷砖胶

中可再分散胶粉与无机材料之间作用，从而提升其作用效率。

[0070] 本发明通过在配方中添加特定比例改性剂，可再分散胶粉用量较低前提下，瓷砖

胶的热老化性能得到明显提高，并达到标准C2型指标要求。

[0071] 本发明通过在配方中添加改性剂，可再分散胶粉及水泥用量较低前提下，瓷砖胶

的浸水性能得到明显提高，并达到标准C2型指标要求。

[0072] 本发明通过在配方中添加改性剂，可再分散胶粉用量较低前提下，达到JC/T  547-

2017标准中C2型指标要求，降低瓷砖胶成本，从而取得很好经济及社会效益。

[0073] 本发明实施例中未尽之处，本领域技术人员均可从现有技术中选用。

[0074] 以上公开的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

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或替换，都应

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上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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