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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飞速发展 
带动建材行业的快速发展

传统石材的利用导致青山被大量开采破坏 同时严重
污染大气和水环境

随着建材产业升级 中国建材行业需要进行
产品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新的技术改造

同时要适应美丽中国建设的需要
突出抓好资源节约与清洁生产 针对严峻的环境问题

集清社推出了创新的环保石材

泥客石

河水被污染、村庄被淹没、动植物濒临灭亡青山被开采破坏



泥客质造专注致力于新型建材的研发、生产、
销售。

旗下所有产品均绿色节能环保型，可广泛适用
于各种建筑内墙、外墙和地面等装饰空间，包
括售楼部、展馆、机场、地铁、办公楼、酒店、
车站、会所、服装餐厅酒吧连锁店等各种场合。

“素与简-大道至简，简到极致，便是大美”是
泥客质造一贯追求的理念！

创新引领设计，品质改变生活！期待与你携手
并进！



防火A级

高温不变形不变色，抗紫外线强，无机颜色色彩更稳定

肌理可定制，突破传统石材自然不可控

莫氏硬度可以到4—5级，耐刮擦

出材率高、损耗率低，可以实现更大尺寸的变现，最大1200×2400 1800×2700

颜色比较统一一致，色差没天然石大，一点色差是美感，太大色差是事故 

出货速度快，批量生产，不影响工期，也是比石材有优势

室内外及天、地使用范围广

以水泥为主要胶结材料，精选石英砂骨料，无机颜料，充分搅拌后，荒料工艺制作而成。

突破了传统有机树脂材料，不含有机材料，可以定制肌理。

NICO STONE
泥客石



生产工艺



泥客石研发专利



板材技术规格

毛板尺寸：1250×2450 1850×2750

最大变现尺寸：1200×2400mm 1800×2700mm

一般常用厚度为20mm-25mm

特殊要求厚度可做成30\35\4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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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深加工品类



板材安装技术





重庆万科天地艺术馆

位于嘉陵江南岸天地湖边

广州 ENJOY DESIGN 设计

英国FX国际室内设计奖

AMP美国建筑大师奖

2018年第二十一届CIID中国室内设计金奖





南昌万科华侨城

位于南昌市象湖西岸

上海日清建筑有限公司设计



南昌万科华侨城



阳江保利中央公园

   位于阳江城南，江海交汇地带

   广州ENJOY DESIGN设计

   新加坡SIDA金奖



保利·天珺



保利·天珺



时代·云来

位于中山博览豪宅片区内

出自东仓设计





时代·云来



时代·云来



重庆黄花园万科翡翠都会



重庆黄花园万科翡翠都会



柳州万科·大地之光

位于广西柳州滨江西

XAA冼剑雄建筑事务所设计







南沙保利·天汇

SNP尚诺柏纳设计 
设计





南沙星河





南京万科·时代天樾



南京万科·时代天樾

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

上海天华设计院设计



江西赣州雍景湾售楼部

出自深圳里约环境艺术之手



地面应用



江西赣州雍景湾售楼部



贵州融创玖境国际



贵阳金地地产

2020年竣工



西安·万科雁鸣湖



西安·万科雁鸣湖



万科·古翠隐秀

   位于浙江 温州 鹿城区

   广州ENJOY DESIGN设计

   竣工：2019.12





杭州·万达悦享同心湾

位于杭州城南万达广场

竣工：2020年



杭州·万科悦享同心湾



西安华润置地 ·万象域   

矩阵纵横设计





贵阳华润·悠山悦景

广州 ENJOY DESIGN 设计





成都旭辉江山和鸣  矩阵纵横设计





郑州保利·天汇





武汉联投·浮生艺术馆





广东绿地



广东绿地



南京中南·璞景















景观应用



地面应用



地面应用









板材对比

名称 天然石材 泥客石

颜色 颜色种类少，不稳定色差大 颜色丰富，可定制调色，颜色
可控，统一色差小

纹理 纹理单一固定，选择少 实现部分纹理的订制和创新，
更好的满足设计需求

稳定性

天然石材在形成的过程中不同
的地质年代的成分不同，特别
是纹理的部分容易断裂

制作过程精密严谨克服了天然
石横断的缺陷，无机原料，持
久耐用，和建筑同寿命

环保 开采石材需要挖山毁林，破坏
生态环境，产生大量的碎石和
料石粉，会严重污染河流和空
气

清洁生产，低能耗，绿色环保
可持续

材料准备 开采、船期等时间长，供货慢，
存在断供风险

订单下就可以生产，供货快，
规模化工业化生产

表面变化 表面易霉化 剔除金属活性矿物质所以无霉
化

规格尺寸 上墙尺寸较小，一般控制在1.2
米以内

大板生产，可做到1.2*2.4米，
最大达到2.8米，实现大幅面石
材的上墙应用

损耗 整体排版损耗大，板材不规则，
出材一般在6-7成，浪费大

标准比尺寸，通过设计，可做
到9成以上，节约成本

天然石材的开采破坏生态，开采不同山体会出现不同的色差情况。

部分天然石材会有暗裂情况
上墙后更加明显

部分天然石颜色不均
有色斑等缺陷



泥客石检测报告

序号 检验项目
CNAS

检验标准（方法）
CMA

检验的标准（方法）名称及编号
（含年号）

单位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1 莫氏硬度 人造石JC/T908-2013（2017）附录A 人造石JC/T908-2013（2017）6 —— —— 5

2 吸水率 人造石JC/T908-2013（2017）7.6
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3部分：吸水率、
显气孔率、表观相对密度和容量的
测定 GB/T3810.3-2016

% —— 0.65

3 压缩强度 人造石JC/T908-2013（2017）7.9 人造石JC/T908-2013（2017）6 MPa —— 84

4 线性热膨胀系数 人造石JC/T908-2013（2017）附录D 人造石JC/T908-2013（2017）6 ℃-1 —— 0.5×10-5

5 耐高温性能 人造石JC/T908-2013（2017）7.19 人造石JC/T908-2013（2017）6 —— —— 试样无影响

6 弯曲强度（干燥） 天然饰面石材试验方法 第2部分：干
燥、水饱和弯曲强度试验方法GB/T 
9966.2-2001

天然饰面石材试验方法 第2部分：干
燥、水饱和弯曲强度试验方法GB/T 
9966.2-2001

MPa
——

平均值：11.9
标准偏差：0.8

7 弯曲强度（水饱和） ——
平均值：12.2
标准偏差：0.8

8 体积密度
天然饰面石材试验方法 第3部分：体
积密度、真密度、真气孔率、吸水
率试验方法GB/T 9966.3-2001

天然饰面石材试验方法 第3部分：体
积密度、真密度、真气孔率、吸水
率试验方法GB/T 9966.3-2001

g/cm³ ——
平均值：2.34
标准偏差：0



合作伙伴



专注研发新型装饰建材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DECORATIVE BULDING MATERIALS

广州集清社建材有限公司
Add：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高德置地秋F座1401
Tel：（  020）893008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