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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常存的石材、貼地磚病變因子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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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白華

當石材以濕式工法安裝時，水泥砂漿中的Ca(OH)2

等鹼性物質，被大量水分溶離出來滲透至石材表

面或填縫不實處，氫氧化鈣再與空氣中二氧化碳

或酸雨中的SO2硫酸化合物反應，形成碳酸鈣或硫

酸鈣(俗稱白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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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材黏貼後常見問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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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材黏貼後常見問題(2/3)

4

(2) 水斑

 中性水分的吸收：由於石材是多孔性的物質，當雨水、清

洗地面的水以毛細原理從石材正面滲入，會使得石材表面

產生暗沉的現象。這種水斑通常是暫時性。

 水泥內含之鹼性物質被水份溶解後直接侵入石材內部造成

石材內部充填含結晶水的鹼鹽，若石材內部含活性較高之

矽質材料，與鹼發生鹼質與矽酸鹽間反應（花崗石屬矽酸

類石種），導致石材發生顏色加深現象（即俗稱水斑）。

 水泥的鹼亦可能與砂漿中的活性骨材發生鹼骨材反應，而

生成溶於水中的矽酸鹽，經由水溶液的攜帶，逐步進入石

材內部形成色澤深沉的水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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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鹼─矽化學反應

二、石材黏貼後常見問題(3/3)

介質 pH值 SiO2的概略溶解率(ppm)

天然水 7~8 100~50

中度鹼性水 10.0 < 500

飽和Ca(OH)2 12.0 90000

低鹼水泥漿 ~12.5 ~500000

高鹼水泥漿 >13.0 無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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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泥中的鹼及具化性的矽物開始分解。

• 水化形成鹼-矽酸鹽膠體。

• 矽膠體吸收水份，液體溶液成型(膠體顆粒稀釋浮懸液)

• 水份蒸發→固體矽膠物+ 吸水→液體矽膠物。

• 花崗石+ 液體矽膠物→花崗石水斑。



三、以花崗石生成的缺點與病變關為例
白雲母直交偏光下薄片成相

長石呈白色至灰白色

黑雲母呈棕色

水斑:
•結構缺點:結晶間不連續面在濕貼背襯含水下易因滲水壓而由石材背面滲入

含鹼份的水份

• 組成缺點:花崗石含酸性礦物SiO2比例高，易與由結晶縫隙滲入之背填水泥

溶出後滲入石材的鹼份發生鹼骨材反應致水斑

鏽黃:
•組成缺點:花崗石在生成過程中常含鐵質礦物(硫化鐵、黑雲母中鐵鎂酸鹽)

易因清洗的酸液，或滲入石材的鹼份發生加速氧化的作用致鏽黃

石英呈白色至灰白色
波狀消光且呈鑲嵌結構

花崗岩
(Grani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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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石材背填砂漿製備：

取H2F新型高爐水泥：細砂：防水劑

100：300：1 (重量比)

置入預拌機並加入適量的水攪扮均勻

3. 石材填縫用水泥製備：

取H2F新型高爐水泥：水=2：3 (重量比)

混合均勻

2. 介面層粘結水泥潑漿之製備：

取H2F新型高爐水泥：水=2：3 (重量比

)  均勻混合

（二）施作步驟：

量取少許已事先調配好之水泥潑漿，潑

灑於施作之基板，使地坪呈均勻濕潤狀

潑漿於已鋪設之砂漿表面，將石板平鋪於

其上，以橡木槌敲打石材各處表面，直到

石材平穩安裝於水泥砂漿。再次以水平儀

量取水平，若確定石材已呈水平，進行下

一片石材的安裝工作，直到工程完成為止

已安裝石材養生3-7天，再將石材接縫填
實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石材工業發展中心

將預拌水泥砂漿半乾粉平鋪於淋濕之地坪

（約3cm厚)，木尺將乾粉表面整平，隨

後以水平儀量水平，確定水泥砂漿已呈

水平

（一）相關施作物料之調製步驟：

四、降低石材發生水斑機率的濕式安裝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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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磁磚常見問題(1/2)
(1)白華

 CaO+H2O→Ca(OH)2

 Ca(OH)2+CO2 →CaCO3 + H2O

此為白華行成反應方程式，CaCO3即為白華物。

 H2F新型高爐水泥(高強牌磁磚/地磚專用料)因摻配適量爐

石 粉及其他特殊配方藥劑，故CaO含量降低、避免其與

水反 應及析出，同時爐石粉於進行卜作嵐反應時會消

耗部份 Ca(OH)2，故可大幅降低白華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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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磁磚常見問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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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磚吐膠、黑斑之形成機理

水泥鹼性物質(Na2O、K2O)含量過高。

細骨材含過量活性物質，如矽酸鹽、鋁酸鹽、碳酸鈣等。

過量之外來水或潮濕環境。

以上物質結合在一起，將產生中和或堆積沉澱作用而發生

鹼骨材反應，這種反應將產生膨脹作用，使骨材分解同時

產生透明膠體，常自地磚間縫中析出膠體俗稱「吐膠」；

因濕氣表面附著黴菌或氧化作用外觀轉成「黑斑」。



六、H2F產品特性(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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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抑制鹼骨材反應(防止吐膠與黑斑)

H2F鹼性物質(Na2O、K2O)含量低，具優異抑制鹼骨材反

應功能，可防止地磚吐膠與黑斑之發生機率。

依CNS 14793鹼骨材反應試驗



六、H2F產品特性(2/5)
(2)抑制白華

由下圖90天測試，可知H2F中的爐石粉於卜作嵐反應會消耗

部分Ca(OH)2，降低白華現象產生，可抑制白華物質析出。

H2F抑制白華I型與II型水泥皆明顯產生白華I型與II型水泥皆明顯產生白華 H2F抑制白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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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磚吐白樺

H2F

14

H2F OPC

OPC



六、H2F產品特性(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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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減碳效益佳

BSI針對中聯資源公司五種產品之碳足跡盤查結果表

No. 產 品 名 稱 排放量KgCO2-e/噸 備 註

1 高爐石粉 52.2 ＊水泥之碳排放

係數採用國

際間 通 用 之

Gabi-4資料庫數據

：773.7KgCO2-e/mt水泥

。

2 飛灰爐石粉 41.4

3 H2F新型高爐水泥 *389.4

4 卜特蘭高爐水泥 *474.0

5 HSC處理劑 *234.0



(5) 品質穩定性佳

水泥、爐石粉及其他化學摻料已先進行物化性檢測

，依產品性能需求及原料性能做調配

品質控管、產品穩定

高強牌新型高爐水(H2F)

17

六、H2F產品特性(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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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作業流程
水淬爐石

原料檢驗
(物、化性)

烘 乾

研 磨

爐石粉

出 貨

線上檢驗
(細度、篩餘、水份)

出貨檢驗
(物、化性)

混拌機

高爐水泥/處理劑

出 貨

線上檢驗 (X
光化學分析)

出貨檢驗
(物、化性)

(物、化性)

水 泥其他摻料

原料檢驗 原料檢驗
(物、化性)

其他摻料

原料管制 製程管制 出貨管制

高雄廠生產與品質管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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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加價值

減少使用者原料控管人力

有效減少石材及地(磁)磚病變、避免客訴及後續維修

環保標章

碳足跡認證

品牌形象的塑造與維護

六、H2F產品特性(5/5)



七、工程應用實績(1/4)

H2F 已用於相關磁磚、石工、石材、造景石材之工程鋪築 20

建設公司 北部 時間 建設公司 中部 時間 建設公司 南部 時間

崑郡建設 崑庭風墅 (金門 ) 104~105 權龍建設 和康家園二期 103~104 京城建設 水京棧 104~105

興富發建設 台北市松江1號院 102~103 川睦建設 川睦禾睦 102~103 京城建設 京城商辦 104~105

興富發建設 林口世界首席 102~103 和宜建設 台中 i時尚 101~102 達茂營造
鴻海高軟科學園區研發

大樓暨雲端資料中心
104~105

隆大營造 竹風鳯凰 102~103 佳泰建設 佳泰築心苑 101~102 名發建設 名發晶閣 104~105

光大營造 林口體育大學體育館新建工程 102~103 佳福建設 佳福御璽 101~102 福懋建設 福懋悅然 104~105

名發建設 仁發匯藏綠 102~103 佳福建設 佳福帝璽 101~102 皇苑建設 皇苑世紀館 104~105

名發建設 仁發上境 101~102 鄉林建設 企業總部 101~102 聯上建設 聯上峰景 103~104

建國工程 木柵政大花園 101~102 辰偉建設 水蓮一街 100~101 居富建設 品見築 103~104

興富發建設 林口國家1號院 101~102 陏欽營造 裕珍馨大甲奶油酥餅主題館 100~101 桂田建設 古根漢豪宅 103~104

興富發建設 淡水豐悅夏宮 101~102 鄉林建設 鄉林皇居 98~99 全誠建設 遠見微笑 102~103

興富發建設 新莊新富邑 100~101 辰偉建設 情定水蓮五期 97~98 城揚建設 帝之匯 102~103

隆大營建 竹北高峰會 100~101 鄉林建設 鄉林綠大地 88~89 崑庭建設 棋琴9重奏 98~99

興富發建設 板橋領御 99~100 興富發建設 時代富豪 87~88 京城建設 美北岸 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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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 名稱

龍鎂建設

鑫鎂建設

龍鄉二十代(生活嬴家)、龍鄉第二十一代、龍鄉第二十二代(桂花田)、龍鄉第二十三代(化與蝶)、第二十五

代(文學院)、楠梓No.1(龍鄉皇座)、龍鄉名園、龍鄉京典

中華工程 京華城(石聯施工)、澎湖馬公機場二期工程(龍慶石材施工)

石川工程 皇旗航空(石聯施工)(中壢)、京華酒店(石聯施工)

大小黑松 微風廣場(石聯施工)

國泰建設 信義計畫區-E計畫國、國泰金融中心(石聯施工)

理群實業 台大活動中心二期工程、碧潭華廈(新店)

連友大理石 僑治中學(台北)

大成建設 台南霖園飯店(石聯施工)

大陸工程 天母人間(翔聯施工)、誠泰銀行職訓中心(內湖)、敦峰(北市)、逸仙(北市)、青山鎮(北市)

良木營造 信義新光二館(翔聯施工)、台南新光三越二館、信義新光三越三館(北市)

福懋建設 采雲天、水蓮天、采藍天、采揚天、采荷天

建來成營造 龍潭天下一家二期(龍潭)

金釗建設 聖塔露琪亞(淡水)

紘志企業 新竹科學園區台積電12廠

皇龍建設 首府(I、II期)、尊邸(I、II期)、麗景公園(I、II期)、城光公園(I、II期)、裕東家園、大家園(I、II期)、湖美名園

山發營造 正隆天第(板橋)、正隆麗池(板橋)、師範學院(北市)

廣記營造 愛樂廣場(北市)

大林組 信義之星(北市)

固居建設 家居之最(天母)

石展實業 義守大學醫院

七、工程應用實績(2/4)



廠商 名稱

北京建設

站前北京、京典、京賺、北京華、空間多、文川案、春川、軍校錄、新天地、城揚、快可麗、陽光情人城揚建設

允良營造

學志營造 北營中華電信服務中心、長榮管理學院新建工程

國登營造 前鎮分局新建工桯

建濠源營造 大仁技術學院、永達技術學院

甲富建設 金龍名家

聖林營造
希望之都、遠見主人

翰林宛建設

友友建設
小港宏明、夏之都、春之墅、宏明公園、弄海園

台揚營造

太普建設 美樹苑、太普D&G

泰豐營造 敦王之都、敦王明珠

國雍營造 天母雲集、復興航空大園空儲新建工程

同順營造 海博館

都市建設 堤岸、花墅、麗晶、華之廈I期、II期、III期

譽新石業
財團法人石材工業發展中心行政綜合大樓(花蓮)、和南寺(花蓮)

宏欣營造

信大建設
新桃花源、新桃花園II、湖畔歐洲、廬森堡、海德堡、歐鄉

武慶建設

鄉林建設 鄉林綠大地(台中)、鄉林雲頂、鄉林英國、鄉林敦煌、明潭寒碧樓大酒店、維也納

順勝建設 燦坤3C(永康)

龍騰建設 龍騰第八代、龍騰第九代、龍騰第十代、龍騰第十一代、龍騰第十二代、五甲鎮 22

七、工程應用實績(3/4)



廠商 名稱

長谷建設 蓋術之都、國家音樂廳、音樂會、富綠國

石琳建設 好來屋、山盟海誓、萬事亨通、孩子王

鼎宇建設
和楓、春天、橘園、美術館

幼上建設

皇苑建設 皇苑雙星、皇苑尊邸、皇苑創世紀、皇苑金鑽、皇苑綠心、公園名邸、大地之美、瑞祥名邸、人文臻藏

太子建設 太子國寶、普林士堡、太子盛世(中壢)、太子臻品、太子夏綠地、太子南崁第二期

興富發建設
綠園、虹園、時代富豪、時代絕頂、黃金雲頂、黃金歐洲、現代歐洲、馨馥華、裕誠路案、覺民路案

劑裕營造

和旺建設 上河圖

歐洲建設
達樂市(屏東)、千禧歐洲、香榭歐洲、歐洲京華、歐洲富邑、歐洲皇家、歐洲世家I、II、III期

桂賢營造

弘揚建設 坤榮世家、青年市

長家營造 五甲家樂福、楠梓台糖國宅、樹德技術學院(第三期)、樹德技術學院(第五期)、延和國中(南投)

隆大營造

愛迪兒、花園、森林海、上頂學苑、鹽埕國寶、四季、棋琴、中正公園館、鳯山翰林、正利別墅、宜善

美、台糖橋頭國宅七期、華盛頓、佳里勞工住宅、中正高中、棋琴雙重奏、卓智電子、南科二期單身宿

舍、南科二期有眷宿舍、鹽呈國寶II、樹人醫專、高苑工商、成大防火試驗中心、林口集合住宅、嘉義監理

站、嘉義博物館、楠梓少年法院、文藻外語學院大樓新建工程、正薪醫院

京城建設
大家京城(地盤改良)、藝術學院、京城雅築、動感生活、大家京城、轟動京城、京城花園、熱帶嶼、省錢第

一、京城美術館、千禧緣、甜蜜生活、地球村、京城畢卡索、京城卡羅
建誌營造

金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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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工程應用實績(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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