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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假山的制作方法，包括基础结构，其特征在于：

用于制作假山的材料，包括无机纤维、粘结剂、颜料和助剂；其中无机纤维由以下质量

百分比的成分组成：Al2O3  15  ‑20%、CaO  20‑25%、MgO  7‑12%、TiO2  0 .5‑2%、MnO  0 .01‑

0.5%、P2O5  0  .01‑0.5%、Na2O  0  .1‑3%、K2O  0  .1‑3%、SiO2  35  ‑55%；无机纤维的平均直径

为2~7微米；无机纤维平均长度为0.2~40毫米；粘结剂包括速干水泥和硅酸盐水泥；速干水

泥和硅酸盐水泥之间的质量比为0‑10：5；所述颜料选自氧化铁红、氧化钛、炭黑、氧化铁黄

和三氧化二铬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助剂包括早强剂、减水剂，以及选自Al2(SO4)3•18H2O、

Al2(SO4)3•K2SO4•24H2O、NaAlO2和铁盐晶体中的一种或几种；其中，铁盐晶体选自FeCl3•

6H2O、FeSO4•6H2O和Fe2(SO4)3•2H2O中的一种或几种，无机纤维、粘结剂和颜料之间的质量

比为800‑1000：30‑400：0‑10；无机纤维、粘结剂和颜料的总质量与助剂的质量比为1000：1‑

5，还包括用于涂覆在所述材料成型后的表面的脲醛胶；所述基础结构采用泡沫块、土、建筑

垃圾、石块、混凝土和/或钢架制成，在所述基础结构的外表面覆有外层，所述外层采用所述

的材料与水混合后制成；

基础结构构建步骤为：采用泡沫块、土、建筑垃圾、石块、混凝土和/或钢架构建出假山

的初始形状；外层涂覆步骤，所述的材料与水混合后且其未固化前覆在基础结构的表面，所

述材料与水的质量比为100：70‑15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假山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外层未固化前，通过按压来

控制外层的密度，外层的一部分区域形成高密度区域，外层的另一部分区域形成低密度区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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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制作假山的材料、假山及假山的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假山的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公开号CN  105128591  A、公开日2015年12月09日的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公开了一种

植生假山石，，包括外壳、排水孔、植生孔、种植草以及填料，所述外壳为彩色全轻骨料纤维

混凝土外壳，所述填料为陶粒泡沫水泥土填料。所述彩色全轻骨料纤维混凝土组分包括骨

料、纤维、水泥、钢丝网以及减水剂，所述骨料为堆积密度500kg/m3～1000kg/m3的陶粒和陶

砂，所述纤维为高弹性模量有机纤维或耐碱玻璃纤维，所述水泥为白水泥、硫铝酸盐水泥或

普通硅酸盐水泥中的一种，所述减水剂为减水率25％以上的高效减水剂，所述混凝土抗压

强度30MPa以上。

[0003] 然而，这种结构的植生假山石的内部填料是采用陶粒泡沫水泥土取材不便捷，并

且所述假山石形状通过设计模具形状制得，这样制作也不方便。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制作假山的材料，其可以不采用模具而能够制作假

山。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6] 一种用于制作假山的材料，其特征在于：包括无机纤维、粘结剂、颜料和助剂；其中

无机纤维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的成分组成：Al20315‑20％、CaO  20‑25％、MgO  7‑12％、

Ti020.5‑2％、MnO  0.01‑0.5％、P2050.01‑0.5％、Na200.1‑3％、K20  0.1‑3％、Si0235‑55％。

[0007]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并作为上述方案的优选方案：无机纤维的平均直径为2～7微

米；无机纤维平均长度为0.2～40毫米。

[0008]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并作为上述方案的优选方案：粘结剂包括速干水泥和硅酸盐

水泥；速干水泥和硅酸盐水泥之间的质量比为0‑10：5。

[0009]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并作为上述方案的优选方案：所述颜料选自氧化铁红、氧化

钛、炭黑、氧化铁黄和三氧化二铬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0]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并作为上述方案的优选方案：所述助剂包括早强剂、减水剂，

以及选自Al2(SO4)3·18H2O、Al2(SO4)3·K2SO4·24H2O、NaAlO2和铁盐晶体中的一种或几种；

其中，铁盐晶体选自FeCl3·6H2O、FeSO4·6H2O和Fe2(SO4)3·2H2O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1]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并作为上述方案的优选方案：无机纤维、粘结剂和颜料之间

的质量比为800‑1000：30‑400：0‑10；无机纤维、粘结剂和颜料的总质量与助剂的质量比为

1000：1‑5。

[0012]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并作为上述方案的优选方案：：还包括用于涂覆在所述材料

成型后的表面的脲醛胶。

[0013]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应用有上述的材料的假山，包括基础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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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结构采用泡沫块、土、建筑垃圾、石块、混凝土和/或钢架制成，在所述基础结构的外表面

覆有外层，所述外层采用所述的材料与水混合后制成。

[0014]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应用有上述的材料的假山的制作方法，包括基础结构，包括基

础结构构建步骤，采用泡沫块、土、建筑垃圾、石块、混凝土和/或钢架构建出假山的初始形

状；外层涂覆步骤，所述的材料与水混合后后且其未固化前覆在基础结构的表面，所述材料

与水的质量比为100：70‑150。

[0015]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并作为上述方案的优选方案：在外层未固化前，通过按压来

控制外层的密度，外层的一部分区域形成高密度区域，外层的另一部分区域形成低密度区

域。

[0016] 本发明相比现有技术突出且有益的技术效果是：

[0017] 本发明的用于制作假山的材料，使得成型后的具有良好的保水性、透水性。此外，

经实验证明，采用这种成分的无机纤维表现出良好的坍落度，在假山的塑型方面优势更明

显。由于其具有良好的坍落度，使得在制作过程中不必采用模具也能够制作出假山鲜明的

棱角。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的假山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使本申请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实施例中的附图，对实

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是本申请一部分实施

例，而不是全部实施例。基于已给出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未做出创造性劳动前

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申请保护的范围。

[0020] 在本申请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上”、“下”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

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申请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

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

申请的限制。

[0021]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制作假山的材料，包括无机纤维、粘结剂、颜料和助剂。使

用这种材料，极大地便捷了假山的制作，尤其表现在降低用于制作假山的选材要求。这样，

在制作假山过程中，可以就地取材，即采用泡沫块、土、建筑垃圾、石块、混凝土和/或钢架来

构建基础结构，构建出假山的大致形状，然后采用本发明的材料附着在其外表面而进行造

型，而使假山具有鲜明的棱角，从而附于假山灵动感以及美感。本发明的用于制作假山的材

料在具体应用时，其与水按比例混合，在混合后用于假山造型，以细腻地表现出假山的棱

角。粘结剂用于将无机纤维得到固化，使其成具有强度、刚性。由于采用了无机纤维，使材料

固化后具有孔隙，具有适当的透水性、保水性，以利用植物生长。颜料用于丰富假山的颜色。

通过使用助剂和无机纤维成分的共同作用下能够降低坍落度，以便于假山的造型。

[0022] 通常，无机纤维、粘结剂和颜料之间的质量比为800‑1000：30‑400：0‑10；无机纤

维、粘结剂和颜料的总质量与助剂的质量比为1000：1‑5。

[0023] 需要说明的是，颜料和助剂可以预先与无机纤维、粘结剂等混合，也可以是后期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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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时加入。

[0024] 在本实施例中，无机纤维的平均直径为2～7微米；无机纤维平均长度为0.2～40毫

米。通常，无机纤维的成分为：Al20315‑20％、CaO  20‑25％、MgO  7‑12％、Ti020.5‑2％、MnO 

0.01‑0.5％、P2050.01‑0.5％、Na200.1‑3％、K200.1‑3％、Si0235‑55％。采用这种无机纤维，

在固化后具有孔隙，使得成型后的具有良好的保水性、透水性。此外，经实验证明，采用这种

成分的无机纤维表现出良好的坍落度，在假山的塑型方面优势更明显。

[0025] 在本实施例中，粘结剂包括速干水泥和硅酸盐水泥；速干水泥和硅酸盐水泥之间

的质量比为0‑10：5。

[0026] 通常，粘结剂采用速干泥水和硅酸盐水泥混而合成。采用这种两成分，即可以使无

机纤维得到快速固化，也可以保证其固化后的强度。当然，粘结剂也可以仅采用硅酸盐水

泥。

[0027]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颜料选自氧化铁红、氧化钛、炭黑、氧化铁黄和三氧化二铬中

的一种或几种。采用这些颜料能够丰富假山的颜色。

[0028] 所述助剂包括早强剂、减水剂，以及选自Al2(SO4)3·18H2O、Al2(SO4)3·K2SO4·

24H2O、NaAlO2和铁盐晶体中的一种或几种；其中，铁盐晶体选自FeCl3·6H2O、FeSO4·6H2O和

Fe2(SO4)3·2H2O中的一种或几种。上述铝盐晶体和铁盐晶体，其作为净水沉淀剂。

[0029] 通过减水剂来减少能减少拌合用水量，通过早强剂加速水泥水化速度、提高早期

强度。可以理解的是，通过在无机纤维以及粘结剂的混合物中添加减水剂以及早强剂，通过

减少用水量以及提高早期强度，极大地降低了坍落度。在这些组成的共同作用下，能够在不

使用整体性的模具的前提下极易塑造出假山鲜明的边角，即进行造型，并且还能够保证假

山边角的成型。另外，由于组分中采用了无机纤维，能够避免成型后出现裂缝。

[0030]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假山在成型过程中不使用整体性的模具，即在应用上述材料

的过程中没有采用模具，这样，在应用上述材料来对假山造型的过程中，在假山的不同区域

可通过施工按压程度进行密度控制。在施工过程中按压夯实的区域其密度大，相对没有夯

实的区域其密度小。相应的，密度小的孔隙率小，密度小的孔隙率大。在没有夯实的区域用

于栽培植物。

[0031] 还包括用于涂覆在所述材料成型后的表面的脲醛胶。

[0032] 通过脲醛胶涂覆在施工养护后的假山表面，使得在假山的表面形成刚性保护层。

通常，在施工养护后，在假山的按压密实处喷涂脲醛胶，以在该处形成刚性保护层。需要说

明的是，按压密实处也可以不喷涂脲醛胶，后期可培育青苔等地衣植物。在没有按压夯实的

区域用于栽培植株。

[0033]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应用有上述的材料的假山，包括基础结构1，其所述基础结构

采用泡沫块、土、建筑垃圾、石块、混凝土和/或钢架制成，在所述基础结构的外表面覆有外

层2，所述外层采用所述的材料与水混合后制成。

[0034] 需要说明的是，在制作假山的外层时，将所述的材料与水进行混合后且其未固化

前附着于基础结构的外表面。由于所述材料中含有粘结剂，从而使外层牢固地附着在基础

结构的外表面。

[0035] 需要指出的是，基础结构的外表面是指暴露在地表上面的部分。

[0036] 本发明还公开一种应用有上述材料制作假山的方法，包括基础结构，包括基础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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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构建步骤，采用泡沫块、土、建筑垃圾、石块、混凝土和/或钢架构建出假山的初始形状；外

层涂覆步骤，所述的材料与水混合后且其未固化前覆在基础结构的表面，所述材料与水的

质量比为100：70‑150。

[0037] 在外层未固化前，通过按压来控制外层的密度，外层的一部分区域形成高密度区

域，外层的另一部分区域形成低密度区域。具体地说，在外层的一部分区域进行按压夯实以

形成高密度区域；另一部分区域则形成低密度区域。需要说明的是，在制作低密度区域时，

可稍加按压或者不按压。

[0038] 需要指出的是，

[0039] 制作完成后的假山，经后期养护，在高密度区域后期可培育青苔等地衣植物。在低

密度区域用于栽培植株。通常，在低密度区域设有凹槽，凹槽中植入植株。由于植株是位于

低密度区域，并且基础结构也是由泡沫块、土、建筑垃圾、石块、混凝土和/或钢架制成，利于

植株的根系生长。

[0040] 需要说明的是，高密度区域与低密度区域是相对概念，即在外层中表现出不同的

密度，一部分区域的密度高于另一部区域的密度时，将密度相对大的区域定义为高密度区

域，将密度相对小的区域定义为低密度区域。

[0041] 上述实施例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故：凡依

本发明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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