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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TSO科素花岗玉

销售总部：深圳市福田中康路卓越梅林中心广场（北区）1栋2楼

生产基地：中国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杨村镇金杨工业区

www.kartso.com



关于科素花岗玉

公司总部

深圳福田

成立时间

2015年12月

深圳市科素花岗玉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新力达集团实际控制人投资创办，新力达集团成立于1989年旗下

有三十余家公司，其控股公司之一，新亚制程(股票代码：002388)于2010年4月13日登陆A股主板。科素得益于

新力达集团30余年在蓝宝石、石材等领域内的深厚技术沉淀积累，公司在传统蓝宝石技术基础上，通过改良

特有的长晶技术，模拟天然石材在自然界的形成过程，独创出一种新型、高端、科技、环保的建筑饰面材料

——科素板。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级

生产基地

惠州博罗



中国智造数字化工厂
花园式生产基地（国内）

科素公司斥资60亿元，在广东惠州建成占地总面积为60万㎡的大型国际生产研发基地，一个花园式工

厂，集生产与休闲于一体，泳池、咖啡厅、网球场、篮球场、足球场等等应有尽有。

科素工厂成立于2014年12月，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000万元，生产研发基地设在惠州市博罗县杨村镇，
主要生产制造新型高端、科技、环保的建筑饰面材料——科素板，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也符合国家

产业鼓励发展方向。

目前4条生产线已全面投产，年总产量达230 万㎡以上。未来三年将配备 30 条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大

型生产线，年产量达到 1200 万㎡以上，将倾力打造出国际知名品牌——科素Kartso 。

设备物联网化

全自动化生产线

花 园 式 规 划工厂占地

60万㎡

投产产线

4 条

在建设施

9条产线

年总产量

230万平方

未来规划

30条



科素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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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TSO 科 素---全球领先的通体微晶石制造商 + 全球首家花色通体微晶石材提供商
独创出新型高端、绿色环保、可循环再造的花色通体微晶石材

‘产品定位
科素板 --- 环保建筑装饰新材料引领者

科素墙 --- 装饰式建筑墙发明者, 建筑装饰融为一体

特种微晶玻璃 --- 细分领域国产化替代者(如灶具台
面、高抗压微晶玻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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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定位
推动建立微晶石行业及国家标准
生产线实现全自动化，是中国智造的标杆企业



核心竞争力

行业地位 技术优势 人才优势

 科素培养了一支稳定的、一流的技术

研发团队，自主研发了一系列的核心

技术。

 积极引进世界级和国内的高级人才，

充实和加强科素的战略规划和经营管

理力量。

 多条完整成熟的生产线，生产效率、

产品质量、产品品类及产品毛利均为

业内领先。

 对石材领域核心科技的深度研发与改

良，独创出新型高端、绿色环保、可

循环再造的花色通体微晶石材，是全

球首家能生产花色通体微晶石材的产

商和供商。

 具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拥有多项
实用新型及发明专利，实现生产线的
全自动化。

 突破性实现零废水、零废气、零废料、
零污染排放。

 既保留原有天然纹理，又具有高亮度、
耐磨损、耐腐蚀、耐高温、零吸水、
零辐射、抗冲击、透光性、抗菌环保
九大优势。

 科素板完美应用到各类建筑、室内、
家具、工艺品等设计中。

·多项发明专利 ·专业现代化全自动化生产线 ·国际一流研发团队实力



创新实力

专利总数

32项 15项

新增受理

12项

发明专利

与武汉理工大学，国家硅酸盐重点实验室合作（合

作领域包括基础课题研究、新产品研发、联合实验

室建设，联合人才培养）。图为武汉理工大学吴建

锋主任带队与科素团队进行交流。

与国家化工领域顶尖“世界一流学科建

设高校”北京化工大学合作（工业自动

化及无机材料），并在10月由中国工程

院院士谭天伟领团莅临指导。

武汉理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

新增已授权发明专利：3项 《一种工业研磨球及其制作工艺》

《多色微晶石材制作工艺及制作设备》

《具有彩色纹路的微晶石材的制作工艺》



营销布局

北京、河北、重庆、山东、河南、江苏、湖北、湖
南、陕甘宁、东北三省、四川、贵州、云南等。

中
国
区
：

科素国际客户主要集中在美国、澳洲、加拿
大、巴西、印度、东南亚和意大利等国家和
地区，未来几年，科素将陆续开拓国外市
场……

科素销售总部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工厂设在惠
州市，在厦门设营销子公司，以两省三地辐射
全国，目前已23省A类经销商及次活跃地区B类
经销商营销网络

经销商所在地定位为县级及地级行政区域

A类：

B类：

全
球
：

中国

海外



传统石材痛点

Traditional Disadvantage

开采有限... 不够环保...  不易维护... 维护成本较高...

……



(各类)传统石材痛点

花岗岩属于火山岩，成分
为二氧化硅，经过数亿年
的地壳变迁，难免出现暗
裂纹，天然花岗岩含放射
物质氡气，故不宜用于室
内装修；
……

01_花岗岩

大理石属于沉压岩，碳酸
钙成分为碱性物质，易被
酸雨侵蚀，由于沉积岩物
理特性，结构松散，暗裂
纹多，渗水、渗色，易氧
化而失去光泽，大理石为
天然开采，难以避免色差，
加工过程中必补胶填缝上
色；

……

02_大理石

人造石英石由石英砂加工
树脂压制而成，难以抵挡
紫外线、酸雨、高温，容
易变色、渗色、褪色、渗
水、变形。而且由于树脂
含有大量甲醛成分，影响
家居健康；
……

03_人造石英石

人造岗石由碳酸钙颗粒加
化工树脂压制而成，与人
造石英石一样含有树脂成
分，所以具有同样痛点问
题，含大量甲醛成分，影
响家居健康；
……

04_人造岗石

瓷砖由高岭土压制烧结而
成，其图案为彩色油墨喷
绘，经表层上釉及抛光而
成。由于釉层薄，容易磨
损，纹理虽然精美，但均
为重复平面印刷，容易视
觉疲劳。
……

05_瓷砖



微晶石

微晶石

人造材料

是一种国际上新兴发展的人造材料。在微观材料性质上其具备玻璃的

玻璃相与陶瓷的晶相，使其综合有玻璃与陶瓷的优势特点。

制成工艺复杂涉及高温热熔，晶体长成，晶相调整等，关键技术涉及

包括无机材料微观力学，晶体化学，流体力学等前沿科研。在国际上

经过多元化科技赋能，在前沿材料需求端都有广阔前景，如军工，航

天，电子等。

微晶石（学称微晶玻璃，玻璃水晶）

Microcrystalline stone.It is called glass ceramics, glass crystal.



微晶石天然优势

Five categories.

Advantages of 
Microcrystalline stone
-
天然优势

微晶石的微观晶相

调整可以带来众多

特性的变化，进而

延展出多种应用。

多应用

微晶石不管是在物

理性质，还是化学

耐受性方面都完胜

天然石。

性能

不同天然石受限于

天然存在的种类，

微晶石可以借助现

代科技创造丰富的

色彩种类。

品类丰富

先进生产工艺，生

产过程无任何污染

物产生。

无污染

生产原料为二氧化

硅，通常来源于石

英沙，石材废料，

也可使用富含二氧

化硅的建筑废料。

可持续



三大产品

01

02

03

建筑装饰板材

替代传统天然大理石及人造石

低膨胀系数微晶玻璃

军工特种微晶玻璃

一体化新材料

将建筑装饰材料形成一体化

科素板

科素墙

特种微晶玻璃

新一代绿色建筑装饰新材料

装配式建筑装饰新材料发明者

国产化军工产品替代者

科素板：已批量化生产；

科素墙实验室产品已出，目前工

业化批量生产准备中；

特种微晶玻璃实验室研发阶段。

科素板

科素墙

特种微晶玻璃



产品系列--科素板

科素纳米微晶 科素花岗玉

二代--云纹 三代--色纹 四代--缤彩一代--白色

What is kartso？
科素板既保留了原有的天然纹理，又完美解决了传统饰面建材易渗水、有色差、暗裂纹、成本高、难维护、易褪色、不防滑、有

辐射等众多不足，成为同类产品中更坚硬耐磨、防水性更好的高端环保饰面建材，并应用到各类建筑、家居、首饰、工艺品等设

计中。

从二代开始到目前，科素又一次突破技术壁垒

独创出花色通体微晶石材，成为全球首家花色通体微晶石材产商和供商。

1 2



核心技术

石英砂--火山熔岩千年沉积--1600度高温熔炼--分子链重组并充分结晶

科素板 KARTSO

技术原理图

源于砂，高于石，坚如钻，颜如玉

源 于 石 材

高 于 石 材

科素板，主要原料为石英砂，模拟火山

熔岩千年沉积，融合机、光、电、物理、

化学多门科学，1600度高温熔炼，分子

链重组、晶核培植、晶相调整等复杂工

序后并充分结晶，形成的新一代科技环

保装饰石材。其外形透如玉，明如镜，

纹理自然斑斓，硬度比花岗岩和大理石

更胜一筹，故取名——科素花岗玉。

生产制造方面：制造过程三态（气态、

液态、固态）、四零环保、循环再造绿

色环保：

产品优势方面：九大优势、如玉温润



性能对比

花岗玉（科素板）与天然花岗岩

成分同属二氧化硅（SiO2）

Kartso and Granite
花岗玉与花岗岩

天然花岗岩属火山岩由火山喷发而成

花岗玉（科素板）由天然石英砂经1600℃

高温熔炼、分子重组结晶而成，无辐射

由于二氧化硅特性

花岗玉与花岗岩乃地球最佳耐候物质
科素花岗玉：晶体结构 材料更致密

花岗岩：结构松散 易裂纹变形



性能对比

科素【KARTSO】

与钻石、蓝宝石、花岗岩、

大理石的性能对比。

硬度 吸水度 耐酸碱性 弯曲强度

优劣对比

蓝宝石 科素花岗玉 花岗岩 大理石

0.005%

0.15-0.46%

≥1%

耐酸性 耐碱性



产品优势--九大优
势

科素KARTSO晶体结构，超高密度；极耐高温；几乎零吸水

率；不渗污；抵抗强酸碱；防滑；几乎零辐射；不含任何有

害化学物质。

独创专利全球领先的花色通体微晶石工艺

源于砂（原料为河沙）

高于石（品质全面超越天然大理石）

坚如钻（硬度达到莫氏6级，仅次于蓝宝石）

颜如玉（通体玉质感，有温度的石材）

结构细密，几乎零吸水率
便于清洁，不着色留痕
恒久保持洁净如新

A+防火等级
1600°烧制成型
高温不变形

结构细密均匀
纯色通透

耐高温

零吸水

透光性

超强密度、不磨损
无需抛光打蜡
补胶补色

永久保持镜面效果
无需抛光、打蜡等专

业护理

经SGS验证，抗真菌生长
级为1级（28天）

不藏污纳垢、抗菌环保
安全放心

耐磨损

高亮度

抗菌性

超强抗酸碱
不腐蚀，不易风化
长期保持色泽温润

内外照指数仅为
传统石材的千分
之一，安全环保

六方晶体结构、严谨细密
具有极佳的抗冲击破坏强度

耐腐蚀

零辐射

抗冲击



产品规格

厚度：12/15/18/20/25mm

大板：1600*3000mm      1600*2800mm

规格板：600/800/1000mm

 可任选择以上长度、宽度、厚度定制

 可选抛光/哑光处理

可选尺寸亮光类质感 柔光类质感 防滑类质感



应用领域

标题文本预设

KARTSO

别墅、大型公建、写字楼

住宅精装修、商业综合体

星级酒店

户外/室内墙装饰 地面装饰 厨卫台面 装饰家具 应用深加工

wall Ground table top Furniture
Application deep 

processing

科素花岗玉
源 于 石 材 · 高 于 石 材



典型应用案例（部分）

东莞合盛石材

水头科素展厅 东莞信柏

光明长圳住房

京华地产蓝郡公馆

西安丝路国际会议中心塞班岛帝景酒店海口观演中心

东莞市黄江镇金怡酒店 香江金融中心

香港佛堂 壹方中心 前海博商学院 天安高尔夫花园 华北空管中心（北京）香山美墅

深圳众冠时代广场

深圳璟峯酒店 龙华图书城 南山世纪村深圳宝能第一空间杭州健身游泳馆 深圳会展中心



新产品研发--科素墙

一体板，包括面板硬质层、泡沫结构层，面板硬质层为科素板，起到装饰作用；泡沫结构层是由二氧化硅高温发泡而成，泡沫

层有极好的保温性能，燃烧性能为A1级不燃，并且与面板层为高温一体烧制成型。既是建筑结构材料，又是高端环保饰材。
质轻、隔热、保温、防火、装饰、防水、防渗、隔音、抗冻、耐酸碱腐蚀、无放射性、饰面可个性化定制等。



新产品研发--特种微晶玻璃

以低膨胀系数微晶石为代表的消费市场拓展，在调整微晶石的化学基础

及工艺后，可以为多元化消费市场提供高档，时尚，高品质材料方案。

单以低膨胀系数类型产品为例，该类产品在市场上收到热烈反馈。

目前已运用在电炉，电磁炉，光波炉，电陶炉，微波炉，烤箱，理疗

仪，燃气灶，炊具，壁炉等众多场景。

微晶石或者说微晶玻璃因为其优异的理化

性质，军工材料。就目前发展，微晶石国

际龙头美国康宁公司，公司利润近80%来

源于特种用途微晶玻璃。例如运用在潜水

器中的高抗压微晶玻璃。



战略目标

短期战略目标 长期战略目标
Short term goals Long term goals

未来三至五年实现独立IPO;
完善科素板(全色系覆盖、丰富装饰功能)+科素墙(装配式建筑)+
特种微晶玻璃(细分领域)产品序列；
进一步扩大产线规模，达到年生产300万方，实现年产值10亿；
优化成本，在现有基础上降低15%，提升产品交付能力；
实现国内地级市经销渠道全覆盖，欧美、中东及亚太重点国家代
理覆盖；
在台柜面及家具领域全面替代现有材料（石英石、大理石、岩板
）；
在传统装饰领域实现前50强地产开发商战采合作，其它领域重点
关注民生工程（地铁、保障房等）

全球最大微晶石生产企业;实现发明专利突破100项；推动建
立行业标准；
国内建立华南、西南、华北、华东四大区域生产基地，东南
亚、南美建立两个生产基地；
建设50条高标准产线，年生产1500万平方，实现年产值300-
500亿；
联合武汉理工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共同建立微晶石专业，实
现人才可持续发展；

LOREM IPSUM DOLOR1 2



科 素 ， 让 科 技 绽 放 美 学

深圳市科素花岗玉有限公司

BLOSSOM FROM TECHNOLOGY TO BEAUTY

www.kartso.com Tel. 0755-26917481

THANKS
F O R  W A T C H I N G


	幻灯片编号 1
	关于科素花岗玉
	花园式生产基地（国内）
	科素定位
	核心竞争力
	创新实力
	营销布局
	传统石材痛点
	(各类)传统石材痛点
	微晶石
	微晶石天然优势
	三大产品
	产品系列--科素板
	核心技术
	性能对比
	性能对比
	产品优势--九大优势
	产品规格
	应用领域
	典型应用案例（部分）
	新产品研发--科素墙
	新产品研发--特种微晶玻璃
	战略目标
	幻灯片编号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