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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材  料 

1．1  陶瓷墙地砖 

问题 1  陶瓷墙地砖是什么？  

解答：陶瓷墙地砖是指由粘土和/或其他无机非金属原料制造的用于覆盖墙面或地面的陶瓷

砖或板。它是在室温下通过挤压、干压或其他方法成型，干燥后，在满足性能要求的温度

下烧制而成的。 

问题 2  陶瓷墙地砖如何分类？   

解答：陶瓷墙地砖的分类方法： 

1） 按成型方法分类：挤压砖（A）、干压砖（B）、其他方法成型的砖（C）。 

2） 按吸水率（E）分类： 

(a) 低吸水率砖（Ⅰ类），E≤3%。 

             Ⅰ类干压砖还可进一步分为： 

              E≤0.5% （BⅠa 类）； 

              0.5%＜E≤3%（BⅠb 类）。 

(b) 中吸水率砖（Ⅱ类），3%＜E≤10%。 

             Ⅱ类挤压砖还可进一步分为： 

              3%＜E≤6%（AⅡa 类）； 

              6%＜E≤10%（AⅡb 类）。 

             Ⅱ类干压砖还可进一步分为： 

              3%＜E≤6%（BⅡa 类）； 

              6%＜E≤10%（BⅡb 类）。 

(c) 高吸水率砖（Ⅲ类），E＞10%。 

问题 3  各种陶瓷墙地砖的优缺点是什么？  

解答：瓷质砖（吸水率 E≤0.5%）：结构致密、吸水率小，不易污染，但难粘贴。 

   陶质砖（E＞10%）：结构多孔、吸水率大，易粘贴，但易脏，不易清洗。 

   炻砖：介于瓷质砖与陶质砖之间。 

问题 4  如何简单地评判墙地砖质量的好坏？  

解答：一看二听三滴水四尺量五送检。 

一看表面：是否平整、完好，釉面应均匀、光亮，无斑点、缺釉和磕碰现象；四周边

缘应规整。包装内应有出厂的检验报告、合格证、说明书等。 

二听声音：用铁器轻轻敲击砖的各部位，所发声音应该均匀一致；声音清脆、有金属

声的砖，一般砖体细密、强度高、结构强度大、耐久性好。  

三滴水测试：可将墨水滴于砖面，观察抹去墨水后留下痕迹的深浅，以其来判断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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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污性能。也可将水滴在瓷砖背面，看水散开后浸润的快慢，一般来说，吸水越慢，说明

该瓷砖越密实；反之，吸水越快，说明其越疏松。 

四尺量：瓷砖边长的精确度越高，铺贴后的效果越好，购买优质的瓷砖，不但容易施

工，而且能节约工时和辅料。随机抽查几块瓷砖，用卷尺测量每片瓷砖的大小、方正有无

差异，精确度高的为优；将两块瓷砖面对面放置，观察接触缝隙，四边、四角全接触的平

整度好，否则铺贴后易出现两块相邻瓷砖边缘不平整（起台阶）的现象。 

五送检：送到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问题 5  什么是马赛克？马赛克如何分类？  

解答：马赛克（Mosaic）最早是一种镶嵌艺术，以小石子、贝壳、小陶砖、小瓷砖或玻璃

碎片等有色嵌片在墙地面上镶嵌出各种图案的一种艺术，发源于古希腊。在现代，马赛克

则多被指为一种特殊存在方式的砖，一般由数十块小砖组成一个规格较大的砖。它因具有

小巧玲珑、色彩斑斓的特点而被广泛应用于室内外墙地面的装饰。 

现代马赛克的种类很多，除了常见的陶瓷马赛克、大理石马赛克、玻璃马赛克外，还

有水晶马赛克、金属马赛克、树脂马赛克、贝壳马赛克、椰壳马赛克、实木马赛克、船木

马赛克，等等。 

问题 6  玻璃马赛克的优缺点有哪些？ 

解答：玻璃马赛克一般色彩鲜艳抢眼，绚丽典雅，能立刻抓住观赏者的视觉焦点。它不同

于其他瓷砖或大理石材，零吸水率使其成为最适合于浴室等墙面装饰的理想材料，不易藏

污垢，天然自涤；耐碱性能优良，且颜色均一；不像其他瓷砖那样只有表面施釉，所以历

久弥新，可保有拼图的原色原味。缺点是不耐碰撞，耐磨性也较差，特别是背漆马赛克必

须选用中性粘接剂，否则易出现碱性咬底现象。 

问题 7  什么是薄板？它有哪些特点？  

解答：厚度在 6mm 以下、单块面积大于 1.62ｍ2 的瓷砖。其单位面积重量更轻，但其硬度、

耐磨度、表面光泽度和抗污性能却更优异。薄板具有寿命长、无缝隙、易打理、低碳节能、

可减轻墙体负重、增加室内使用空间、地暖效果比厚瓷砖好等特点。 

问题 8  什么是玻化砖？ 

解答：玻化砖是经高温烧结、完全瓷化的瓷砖。因其高温烧结过程中生成了莫来石等多种

晶体，所以理化性能稳定，具有表面光洁、易清洁保养、耐磨耐腐蚀、强度高、装饰效果

好、用途广、用量大等特点，被称为“瓷砖之王”。常用规格是 400 mm×400mm、500 

mm×500mm、600 mm×600mm、800 mm×800mm、900 mm×900mm、1000 mm×1000mm。 

问题 9  什么是大规格玻化砖？ 

解答：面积不小于 0.18ｍ2、单边长度不小于 300mm 的全瓷砖称为大规格玻化砖。 

问题 10  什么是陶板？ 

解答：陶板是以天然陶土为主要原料，添加少量石英、浮石、长石及色料等其他成分，经

过高压挤出成型、低温干燥及 1200℃左右的高温烧制而成，具有绿色环保、无辐射、色泽

http://baike.baidu.com/view/7102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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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不会带来光污染等特点。经过烧制的陶板因热胀冷缩会产生尺寸上的差异，经高精

度机械切割，再经检验合格后方可供应市场。 

陶板常规厚度为 15～30mm 不等，常规长度为 300mm、600mm、900mm、1200mm、

1500mm、1800mm，常规宽度为 200mm、250mm、300mm、450mm、500mm、550mm、

600mm。陶板可以根据不同的安装需要进行任意切割，以满足建筑风格的需要。 

问题 11  什么是陶砖？   

解答：陶砖是粘土砖的一种，它是介于陶土砖跟陶瓷砖之间，陶砖原产于澳大利亚，随后

由中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引进，是产品不断优化及西方传统工艺不断延伸的新产品。陶砖

通常采用优质粘土和紫砂陶土及其他原料配制、高温烧制而成，较传统陶土砖而言，陶砖

质感更细腻、色泽更稳定，线条优美，实用性更强，能耐高温、抗严寒、耐腐蚀、抗冲刷，

返璞归真，不褪色，可根据需要添加矿物元素生产多种色彩的砖品，不仅具有自然美，更

具有浓厚的西方文化气息和欧式建筑风格。 

问题 12  什么是微晶石？ 

解答：微晶石是一种采用天然无机材料、运用高新技术制成的新型绿色环保高档建筑装饰

材料。  

根据微晶石的原材料及制作工艺，可以把微晶石为三类：无孔微晶石、通体微晶石、

复合微晶石。 

无孔微晶石  无孔微晶石也称人造汉白玉，属于人造石材，是一种多项理化指标均优

于普通微晶石、天然石的新型高级环保石材，其具有色泽纯正、不变色、无辐射、不吸污、

硬度高、耐酸碱、耐磨损等特性。其最大特点是：通体无气孔、无杂斑点、光泽度高、吸

水率为零、可打磨翻新，祢补了普通微晶石、天然石的缺陷。适用于外墙、内墙、地面、

圆柱、洗手盆、台面等高级装修场所。 

通体微晶石  亦称微晶玻璃，属于玻璃制品，是一种新型的高档装饰材料。它是由特

定组成的玻璃，经有控条件下的晶化热处理，形成的有微晶相和玻璃相均匀分布的复合材

料。因此，具有很高的硬度和强度。其在成型过程中又经过二次的高温熔融定型，因而，

没有天然石材形成的纹理，所以既不易断裂、不吸水，又不怕侵蚀和污染，光泽度也高。

装饰后不会出现色差、泛碱、吐汁等现象。不需保养维护。 

复合微晶石  也称微晶玻璃陶瓷复合板，属于建筑陶瓷，是在陶瓷玻化砖表面复合一

层 3~5mm 微晶玻璃的一种新型复合板材，是经二次烧结（现在也有一次烧成的产品）而

成的高科技新产品。微晶玻璃陶瓷复合板厚度在 13~18mm，光泽度>95。  

问题 13  什么是抛光砖？ 

解答：抛光砖是通体砖坯体表面经过打磨而成的一种光亮的砖，属通体砖的一种。相对普

通通体砖而言，抛光砖表面要光洁得多。抛光砖坚硬耐磨，适合在除洗手间、厨房以外的

多数室内空间中使用，比如用于阳台、外墙装饰等。在运用渗花技术的基础上，抛光砖可

以做出各种仿石、仿木效果。 

问题 14  什么是仿古砖？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2824718/2824718/0/c75c10385343fbf21ff2256ab07eca8064388f99.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3515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272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21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7074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6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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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仿古砖不是我国建陶业的产品，是从国外引进的。仿古砖是从彩釉砖演化而来的，

实质上是上釉的瓷质砖。与普通的釉面砖相比，其差别主要表现在釉料的色彩上面。仿古

砖属于普通瓷砖，与瓷片基本是相同的，所谓仿古，指的是砖的效果，应该叫仿古效果的

瓷砖。仿古砖并不难清洁。唯一不同的是在烧制过程中，仿古砖技术含量要求相对较高，

数千吨液压机压制后，再经千度高温烧结，使其强度高，具有极强的耐磨性。经过精心研

制的仿古砖兼具了防水、防滑、耐腐蚀的特性。 

主要规格有：100 mm×100mm、150 mm×150mm、165 mm×165mm、200 mm×200mm、

300 mm×300mm、330 mm×330mm、400 mm×400mm、500 mm×500mm、600 mm×600mm。 

问题 15  什么是锦砖？ 

解答：面积小于 4cm2的砖和玻璃马赛克简称锦砖。 

1.1 陶瓷墙地砖胶粘剂 

问题 1  陶瓷墙地砖胶粘剂是什么？ 

解答：陶瓷墙地砖胶粘剂是用于将墙地砖粘贴于基层的一类建筑材料，简称瓷砖胶，也称

胶粘剂、粘结剂等。 

问题 2  瓷砖胶如何分类？                           。 

解答：分类方法： 

1) 按产品化学组分分类：水泥基胶粘剂（C）、膏状乳液胶粘剂（D）、反应型树脂胶

粘剂（R）。 

2) 按性能分类：普通型（1）、增强型（2）、快速硬化（F）、抗滑移（T）、加长晾置

时间（E）、柔性（S1）、高柔性（S2）。 

目前市场上，以水泥基瓷砖胶为主。通常所说的瓷砖胶即指水泥基瓷砖胶。 

问题 3  水泥基瓷砖胶与传统水泥砂浆的区别 ？ 

解答：传统水泥砂浆仅是水泥、细砂与水的混合物；而瓷砖胶则在传统水泥砂浆的基础上

加入了特殊添加剂，用以调整凝结时间、提高粘结力和保水性、提高抗滑移能力、抵消水

泥收缩等。 

二者的主要区别： 

1）瓷砖胶是由专业工厂生产的符合一定工业标准的有特定功能的制成品（商品）。传

统现场拌合的水泥砂浆是现场施工人员根据经验随机控制的手工产品。 

2）瓷砖胶的质量评判标准清晰且客观，产品源头固定，质量索赔符合一般商品规则。

而现场拌合水泥砂浆的质量有着很大的个人经验依赖性，产品随意性大，很难重现，现实

中无法正常进行质量索赔。 

3）瓷砖胶是伴随现代化、多样化和工业化的瓷砖产品而诞生的，是解决现代材料（基

材和瓷砖）、现代建筑形式和瓷砖施工复杂性的配套工业化产品。现场拌合砂浆则是上一

时代的简单材料，是单一建筑与简单粘贴施工的基础辅助材料。 

4）瓷砖胶背后的科技支撑是材料学、制造技术、施工技术、低碳技术、生命周期评估

http://baike.baidu.com/view/5584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84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677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356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6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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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成果。传统现场搅拌砂浆则是最基础的“需求-尝试或经验传授

-满足或否”的传统模式。 

5）在瓷砖粘贴失败的情况下，用瓷砖胶时，可以科学合理地分析失败的原因，同时也

能合理地修复，并能对今后的产品针对类似问题进行改进。现场拌合砂浆则无法科学分析

原因，修复措施多数是重蹈覆辙的二次犯错。 

二者的主要相同点：在满足瓷砖粘贴的需求时，二者在有些场合有重叠，即二者都可

满足瓷砖粘贴。但是前者（瓷砖胶）是主动的满足（对粘贴需求有科学的分析以及理性的

风险评估），而后者（现场拌合水泥砂浆）则靠经验和运气。 

使用瓷砖胶的优势： 

（1）施工工艺先进。瓷砖胶具有良好的保水能力，施工时，瓷砖和基底都不必预先浸

泡或者润湿。如果使用足够的添加剂并且配比正确，在未固结的瓷砖胶上的瓷砖也不会滑

动。这样，就不需要再在瓷砖之间插入定位器，并且贴砖也可以自上方向下方进行施工，

施工效率及施工质量得以大幅提高。 

（2）节约材料用量。2～3mm 的粘结胶层，即可以产生足够的粘结力，能大幅度降低

材料使用量。 

（3）可有效提高工程质量。瓷砖胶粘结力强、柔韧性好，可减少分层和剥落的可能，

保障工程质量，避免长期使用后的空鼓、开裂问题；可减少裂缝产生的机会，以增强对墙

体的保护功能。 

（4）稳定的产品质量。工厂预先干拌混合，质量稳定。施工现场只需加水搅拌即可，

简单方便，质量容易控制。 

（5）利于环境保护。能减少废料，无有毒的添加物，符合环保要求。 

问题 4   瓷砖胶 C2TE S1 、C1FT 、R2T、D2TE 各字母及数字代表的意思。 

解答：C——水泥基胶粘剂、R——反应型胶粘剂、D——膏状乳液胶粘剂、1——普通型

胶粘剂、2——增强型胶粘剂、T——抗滑移、E——延长晾置时间、F——快速硬化、S1

——柔性、S2——高柔性。 

问题 5  瓷砖胶的主要性能指标有哪些？  

解答：主要是拉伸粘结强度（原始、浸水后、热老化后、冻融循环后 、晾置后），晾置时

间。可附加早期拉伸粘结强度、延长晾置时间、抗滑移性能、横向变形性能、保水润湿性

能。 

问题 6  S1 和 S2、C1 和 C2 的区别？ 

解答：S1 的变形能力为 2.5～5mm；S2 变形能力≥5mm。C1 级的瓷砖胶与 C2 级瓷砖胶的

主要区别在于拉伸粘结强度。行业标准要求，C1 级的各种拉伸粘结强度需要达到 0.5MPa

以上，C2 级的各种拉伸粘结强度需要达到 1.0MPa 以上。一般 C1 级瓷砖胶只适用于室内

外小规格瓷砖的粘贴，C2 级则适用于室内外玻化砖及石材的粘贴。 

问题 7  瓷砖胶中是否含有对于人体有害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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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大部分水泥基瓷砖胶均是VOC含量极低的材料。 

问题 8  判断瓷砖胶好坏的方法有哪些？  

答：1）优质的瓷砖胶，外观粗细均匀；加水搅拌后，呈均匀稠浆状。2）施工性：熟化时

间适中、晾置时间较长、润湿能力好、抗滑移强。3）使用性能：拉伸粘结强度（原强度、

浸水后、热老化后、冻融循环后）、横向变形符合要求等。  

1.2 陶瓷墙地砖填缝剂 

问题 1  陶瓷墙地砖填缝剂是什么？如何分类？  

解答：适用于填充陶瓷墙地砖间接缝的材料统称为陶瓷墙地砖填缝剂，简称填缝剂，也称

勾缝剂、美缝剂、填缝料、美缝膏等。 

 分类方法： 

1）按化学组分分类：水泥基填缝剂（CG）、反应型树脂填缝剂（RG）。 

 2）按性能分类：普通型（1）、增强型（2）、快速硬化（F）、低吸水性（W）、高耐磨

性（A）。 

水泥基填缝剂是指由水硬性胶凝材料水泥、矿物集料、有机和/或无机外加剂按一定比

例配料，混合均匀的粉状混合物，使用时需与水或其他液体拌合。 

目前市场上，以水泥基填缝剂为主。通常所说的填缝剂即指水泥基填缝剂。 

问题 2  填缝剂的主要检测指标有哪些？  

解答：抗折（标准、冻融循环后）、收缩、吸水量。 

 附加性能为：抗压强度、高耐磨性、低吸水量、粘结强度、横向变形。 

问题 3  室内填缝剂的颜色可保持多长时间？ 

解答：目前的水泥基彩色填缝剂，在正确施工的情况下，颜色一般都能保持比较长的时间，

一般能保持在 10 年以上。  

问题 4  水泥基填缝剂的主要成分？  

解答：水泥、精选细骨料、特种添加剂和颜料等。 

问题 5  填缝剂的主要性能指标有哪些？ 

解答：外观：均匀。 

施工性能：熟化时间、可操作时间、填缝时间、清洁时间、养护时间。 

使用性能：抗折强度、抗压强度、吸水量、收缩性、耐磨性、横向变形率、抗化学腐

蚀性。 

问题 6  水泥基填缝剂的优点有哪些？ 

解答：1）与纯水泥或传统水泥砂浆相比，水泥基填缝剂的粘结力、柔性、施工性、憎水

性、颜色稳定性、抗返碱性能等都好得多；2）与纯有机填缝剂相比，水泥基填缝剂的耐

老化性能更好。 



10 

1.3 基层   

问题 1  室内地面基层类型有哪些？ 

解答：主要有：水泥基楼板，普通混凝土地面，陶粒混凝土地面，普通水泥砂浆地面，带

地暖的水泥砂浆地面，经防水处理的水泥砂浆地面，加气混凝土条板地面，旧瓷砖、水磨

石或天然石材地板，层合板，刨花板，旧 PVC 板，橡胶板或油毡板，金属表面，等等。 

问题 2  室内墙面类型有哪些？ 

解答：普通水泥砂浆、石灰混合砂浆、经防水处理的水泥基面、粉刷石膏、混凝土、烧结

砖、蒸压砖、混凝土砌块、加气混凝土砌块、纸面石膏板、GRC 条板、加气混凝土条板、

刨花板、水泥纤维板、硅钙板、金属表面、内保温基层，等等。 

问题 3  室外基层类型有哪些？ 

解答：1）外墙：普通水泥砂浆、石灰混合砂浆、经防水处理的水泥基面、混凝土、烧结

砖、蒸压砖、混凝土砌块、加气混凝土砌块、加气混凝土条板、GRC 条板、旧瓷砖、金属

表面、外保温基层，等等。 

   2）游泳池、水池：水泥砂浆或混凝土、经防水处理的水泥基面、旧瓷砖，等等。 

   3）地面：一般道路、广场、隧道桥梁，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