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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建筑垃圾再生制备

古典园林假山的方法，涉及假山加工技术领域，

包括以下步骤：(1)制作模具，(2)建筑垃圾破碎，

(3)混料，(4)浇注，(5)结构致密化处理，(6)脱

模，(7)修饰。本发明以建筑垃圾作为主料，协以

聚己内酯等辅料经加工制得假山，实现了建筑垃

圾的合理再利用；并且所制假山的外观品质好，

环保性强，同时抗压性能好，保水性强，利于在假

山上进行绿植的栽培，从而美化和净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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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建筑垃圾再生制备古典园林假山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制作模具：模具包括外模和内模，根据既定假山结构制作模具；

(2)建筑垃圾破碎：将建筑垃圾经粗破碎和细破碎后制成粒度小于2mm的粉体；

(3)混料：按比例将上述建筑垃圾粉体、聚己内酯、硅酸盐水泥、纳米吸水填料、萘系减

水剂、铝酸酯偶联剂加入混料机中，并加水调节所得混合物的固含量达到60-70％，混合均

匀，得到假山加工物料；

(4)浇注：将上述物料导入模具内，并将震动棒插入模具中经震动夯实物料，并补充物

料直至物料夯实后与模具开口平齐；

(5)结构致密化处理：将浇注后的模具置于热处理室中，先以5～10℃/min的升温速度

加热至130～140℃保温至物料中的水份挥干，然后转入冷处理室中，以5～10℃/min的降温

速度冷却至-5～5℃保温静置0.5-2h，再自然恢复至室温；

(6)脱模：分离外模和内模，得到假山粗品；

(7)修饰：对所制假山粗品进行表面修整，得到假山成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建筑垃圾再生制备古典园林假山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建筑垃圾选自废混凝土建筑垃圾、废砖混建筑垃圾中的一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建筑垃圾再生制备古典园林假山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纳米吸水填料选自纳米碳酸钙、纳米滑石粉中的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建筑垃圾再生制备古典园林假山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建筑垃圾粉体、聚己内酯、硅酸盐水泥、纳米吸水填料、萘系减水剂、铝酸酯偶联剂的质量

比为100-150:10-30:25-50:10-20:1-1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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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建筑垃圾再生制备古典园林假山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假山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利用建筑垃圾再生制备古典园林假

山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假山，是园林中以造景为目的，用土、石等材料构筑的山。假山具有多方面的造景

功能，如构成园林的主景或地形骨架，划分和组织园林空间，布置庭院、驳岸、护坡、挡土，设

置自然式花台。还可以与园林建筑、园路、场地和园林植物组合成富于变化的景致，借以减

少人工气氛，增添自然生趣，使园林建筑融汇到山水环境中。因此，假山成为表现中国自然

山水园的特征之一。

[0003] 现代园林假山的发展与古典园林假山不同，呈现了多元化、综合化的趋势。古典假

山限于石材及施工技术条件等，在景观的创作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现代施工技术及人

造石材料的发展逐渐使创造多变的、丰富的山石景观成为可能。特别是对于大规模、大体量

石山的创作，可从自然地貌形态特征及组合特点中吸取到创作的灵感。利用水泥、灰泥、混

凝土、玻璃钢、有机树脂、GRC(低碱度玻璃纤维水泥)作材料，进行“塑石”，正在现代园林中

兴起。塑石的优点是造型随意、多变，体量可大可小，色彩可多变，重量轻，节省石材，节省开

支具有现代气息的塑石作品，特别适用于施工条件受限制或承重条件受限制的地方。

[0004] 建筑垃圾(废混凝土建筑垃圾和砖混建筑垃圾)在各类建筑垃圾总量中所占比例

最大，是目前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和利用的主要对象。目前，废混凝土建筑垃圾和砖混建筑

垃圾主要加工成再生粗骨料和再生细骨料，用于生产混凝土、砂浆、混凝土砌砖、混凝土砖

以及道路工程中的无机混合料。目前，建筑垃圾的产生量很大，如果不合理加以利用，将会

严重影响环境。而假山的加工需要多种无机材料，为了实现建筑垃圾在假山加工中的应用，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以建筑垃圾作为主料的假山加工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利用建筑垃圾再生制备古典园林假山

的方法，不仅实现了建筑垃圾的再生利用，而且制得的假山环保性强，同时兼具良好的外观

质量和使用质量。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采用以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7] 一种利用建筑垃圾再生制备古典园林假山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制作模具：模具包括外模和内模，根据既定假山结构制作模具；

[0009] (2)建筑垃圾破碎：将建筑垃圾经粗破碎和细破碎后制成粒度小于2mm的粉体；

[0010] (3)混料：按比例将上述建筑垃圾粉体、聚己内酯、硅酸盐水泥、纳米吸水填料、萘

系减水剂、铝酸酯偶联剂加入混料机中，并加水调节所得混合物的固含量达到60-70％，混

合均匀，得到假山加工物料；

[0011] (4)浇注：将上述物料导入模具内，并将震动棒插入模具中经震动夯实物料，并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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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物料直至物料夯实后与模具开口平齐；

[0012] (5)结构致密化处理：将浇注后的模具置于热处理室中，先以5～10℃/min的升温

速度加热至130～140℃保温至物料中的水份挥干，然后转入冷处理室中，以5～10℃/min的

降温速度冷却至-5～5℃保温静置0.5-2h，再自然恢复至室温；

[0013] (6)脱模：分离外模和内模，得到假山粗品；

[0014] (7)修饰：对所制假山粗品进行表面修整，得到假山成品。

[0015] 利用热胀冷缩原理，并通过程序升温和程序降温的操作来使所制假山的内部结构

致密化，避免内部出现空隙结构，进而增强所制假山的力学性能，尤其是抗压强度。

[0016] 所述建筑垃圾选自废混凝土建筑垃圾、废砖混建筑垃圾中的一种。

[0017] 所述纳米吸水填料选自纳米碳酸钙、纳米滑石粉中的一种。

[0018] 所述建筑垃圾粉体、聚己内酯、硅酸盐水泥、纳米吸水填料、萘系减水剂、铝酸酯偶

联剂的质量比为100-150:10-30:25-50:10-20:1-10:1-10。

[0019] 聚己内酯是由ε-己内酯在金属有机化合物作催化剂，二羟基或三羟基作引发剂条

件下开环聚合而成，属于聚合型聚酯；本发明通过聚己内酯的添加来改善所制假山的力学

性能，不仅实现了聚己内酯在假山加工中的新应用，而且由于聚己内酯本身具有生物降解

性，因此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0020] 为了进一步提高纳米碳酸钙作为纳米吸水填料的吸水性能进而利于所制假山栽

培绿植，本发明还对纳米碳酸钙进行了表面改性，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21] 所述纳米碳酸钙经过表面改性，其改性方法为：先将多聚谷氨酸加水配成溶液，再

加热至60～70℃后保温搅拌，并在搅拌下缓慢加入纳米碳酸钙，待纳米碳酸钙全部加完后

继续于60～70℃下保温搅拌15-30min，停止加热，待所得溶液自然冷却至室温后送入冷冻

干燥机中，干燥所得固体经粉碎、研磨制成纳米粉体。

[0022] 所述纳米碳酸钙、多聚谷氨酸的量比为10:0.5-2。

[0023] 通过上述改性处理制得表面包覆多聚谷氨酸的纳米碳酸钙，该物质在遇水后先利

用表面包覆的多聚谷氨酸吸收水分，待表面的多聚谷氨酸吸水量达到最大时开始向内部的

碳酸钙渗入水分，从而大大提高碳酸钙的吸水率，同时表面包覆的多聚谷氨酸也赋予了锁

水能力，避免在高温的自然环境下碳酸钙中所吸收的水分因蒸发而快速流失，进而利于植

物在假山上的栽培。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以建筑垃圾作为主料，协以聚己内酯等辅料经加工

制得假山，不仅实现了建筑垃圾的合理再利用，避免了建筑垃圾废弃后对环境造成的不利

影响；并且所制假山的外观品质好，环保性强，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向环境中产生有害物质，

同时抗压性能好，保水性强，利于在假山上进行绿植的栽培，从而美化和净化环境。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6] 以下实施例和对照例中的建筑垃圾来源于本市某一小区同一栋居民楼的废混凝

土建筑垃圾；聚己内酯来源于湖南聚仁化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硅酸盐水泥来源于佛山

市润合建材有限公司的325硅酸盐水泥；萘系减水剂来源于郑州宏播利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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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FDN萘系减水剂；铝酸酯偶联剂来源于淄博盘广塑胶有限公司；纳米碳酸钙来源于青州宇

信钙业股份有限公司，平均粒径100nm；纳米滑石粉来源于上海聚千化工有限公司，平均粒

径100nm；多聚谷氨酸来源于西安百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分子量200万。

[0027] 实施例1

[0028] 假山的加工：

[0029] (1)制作模具：模具包括外模和内模，根据既定假山结构制作模具；

[0030] (2)建筑垃圾破碎：将建筑垃圾经粗破碎和细破碎后制成粒度小于2mm的粉体；

[0031] (3)混料：按比例将上述137kg废混凝土建筑垃圾、24kg聚己内酯、38kg硅酸盐水

泥、12kg纳米碳酸钙、2kg萘系减水剂、3kg铝酸酯偶联剂加入混料机中，并加水调节所得混

合物的固含量达到70％，混合均匀，得到假山加工物料；

[0032] (4)浇注：将上述物料导入模具内，并将震动棒插入模具中经震动夯实物料，并补

充物料直至物料夯实后与模具开口平齐；

[0033] (5)结构致密化处理：将浇注后的模具置于热处理室中，先以5℃/min的升温速度

加热至140℃保温至物料中的水份挥干，然后转入冷处理室中，以5℃/min的降温速度冷却

至-5℃保温静置1h，再自然恢复至室温；

[0034] (6)脱模：分离外模和内模，得到假山粗品；

[0035] (7)修饰：对所制假山粗品进行表面修整，得到假山成品。

[0036] 实施例2

[0037] 以实施例1为对照，设置了以等量纳米滑石粉替代纳米碳酸钙的实施例2，其余加

工操作与实施例1完全相同。

[0038] 实施例3

[0039] 以实施例1为对照，设置对纳米碳酸钙进行表面改性的实施例3，其余加工操作与

实施例1完全相同。

[0040] 纳米碳酸钙的表面改性：先将1.5kg多聚谷氨酸加5kg水配成溶液，再加热至70℃

后保温搅拌，并在搅拌下缓慢加入10kg纳米碳酸钙，待纳米碳酸钙全部加完后继续于70℃

下保温搅拌30min，停止加热，待所得溶液自然冷却至室温后送入冷冻干燥机中，干燥所得

固体经粉碎、研磨制成平均粒径100nm的纳米粉体。

[0041] 对照例1

[0042] 以实施例1为对照，设置不进行结构致密化处理的对照例1，浇注后的物料在常温

25℃下自然固化成型，其余加工操作与实施例1完全相同。

[0043] 对照例2

[0044] 以实施例1为对照，设置不添加聚己内酯的对照例2，其余加工操作与实施例1完全

相同。

[0045] 分别利用实施例1-3、对照例1-2加工假山，并测定所制假山的吸水率和抗压强度，

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

[0046] 吸水率测试方法：分别选取实施例1-4、对照例所制假山作为试件，称取试件重量

W0，然后将试件浸入清水中，1h后取出，称取吸水后的试件重量W1，并计算吸水率，吸水率＝

(W1-W0)/W0×100％。

[0047] 抗压强度测试方法：分别选取实施例1-4、对照例所制假山作为试件，试件长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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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25cm高20cm，然后将试件浸入清水中，48h后取出，擦干表面，放在HCT系列A型压力机上进

行强度试验，施加的载荷速率保持在0.25MPa/s。

[0048] 表1

[0049]

测试项目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对照例1 对照例2

吸水率/％ 147 162 183 135 142

抗压强度/MPa 3.50 3.75 3.75 2.75 3.00

[0050] 由表1可知，实施例3通过对纳米碳酸钙的表面改性处理将所制假山的吸水率由

147％提高到183％；实施例1通过结构致密化处理使所制假山的抗压强度由2.75MPa提高到

3.50MPa，并通过聚己内酯的添加使所制假山的抗压强度由3.00MPa提高到3.50MPa。

[0051]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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