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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建筑砌块，由耐水石膏板、

第一沥青油毡、混凝土基防水砖、聚氨酯防水涂

料层、第二沥青油毡、石棉保温板、防火胶层、玄

武岩纤维编织层、砂浆抹面层和饰面层依次复合

而成。所述混凝土基防水砖的制备步骤为：细沙、

石灰和水泥在蒸压釜内混合，加水搅拌成胶泥混

合物，然后加入渗透型活性防水颗粒和固化剂，

搅拌均匀，导入模具，自然风干冷却、脱模。本发

明在混凝土基防水砖添加渗透型活性防水颗粒，

水渗入到混凝土基防水砖内，渗透型活性防水颗

粒和固化剂遇水溶解成胶状，然后顺着混凝土基

防水砖的缝隙填充，防水剂凝固后像胶水般将松

散的沙子粘结为紧密防水的固体，提高防水效

果，延长建筑砌块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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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建筑砌块，其特征在于，由耐水石膏板、第一沥青油毡、混凝土基防水砖、聚氨酯

防水涂料层、第二沥青油毡、石棉保温板、防火胶层、玄武岩纤维编织层、砂浆抹面层和饰面

层依次复合而成，所述第一沥青油毡通过第一胶接层粘结于耐水石膏板的侧方，所述混凝

土基防水砖通过第二胶接层粘结于第一沥青油毡的侧方，所述聚氨酯防水涂料层涂覆于混

凝土基防水砖的侧方，所述第二沥青油毡通过第三胶接层粘结于聚氨酯防水涂料层的侧

方，所述石棉保温板通过第四胶接层粘结于第二沥青油毡的侧方，所述石棉保温板通过防

火胶层连接有玄武岩纤维编织层，所述玄武岩纤维编织层的侧方依次涂覆砂浆抹面层和饰

面层；

其中，所述混凝土基防水砖以混凝土为基材，基材的全体积内分布有渗透型活性防水

颗粒和固化剂颗粒。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砌块，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凝土基防水砖的制备原料的重

量份数为：渗透型活性防水颗粒30-50、固化剂2-8、细沙60-80、石灰15-23和水泥8-1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砌块，其特征在于，所述建筑砌块的一端设有前后贯穿的

燕尾槽，另一端设有与燕尾槽匹配的燕尾形凸棱，两块所述建筑砌块通过燕尾形凸棱与燕

尾槽的配合左右拼接成一体。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砌块，其特征在于，所述建筑砌块的上端面处混凝土基防

水砖下凹，所述建筑砌块的下端面处混凝土基防水砖下凸，上下两块所述建筑砌块于混凝

土基防水砖处插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砌块，其特征在于，所述耐水石膏板、第一沥青油毡、混凝

土基防水砖、聚氨酯防水涂料层、第二沥青油毡、石棉保温板、防火胶层、玄武岩纤维编织

层、砂浆抹面层和饰面层的厚度比为4:1:3:1:1:2:1:1:2:1。

6.一种如权利要求1-5中任一项所述的建筑砌块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

骤：

（1）分别制备耐水石膏板、第一沥青油毡、混凝土基防水砖、第二沥青油毡、石棉保温板

和玄武岩纤维编织层；

（2）在耐水石膏板的侧方涂刷粘胶后将第一沥青油毡铺平、粘结；

（3）将混凝土基防水砖胶接在第一沥青油毡的侧方，并使混凝土基防水砖在宽度方向

上相对于耐水石膏板错位；

（4）在混凝土基防水砖的侧方涂刷聚氨酯防水涂料层，自然晾干；

（5）待聚氨酯防水涂料层晾干后在其侧方涂刷粘胶，然后将第二沥青油毡铺平、粘结；

（6）在第二沥青油毡的侧方涂刷粘胶后将石棉保温板与之胶接；

（7）在石棉保温板的侧方通过防火胶层连接玄武岩纤维编织层；

（8）最后在玄武岩纤维编织层的侧方依次涂覆砂浆抹面层和饰面层，制成建筑砌块坯

料；

（9）在建筑砌块坯料的两端分别加工燕尾槽和燕尾形凸棱，制成建筑砌块成品。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建筑砌块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混凝土基

防水砖的制备步骤为：

（1-1）60-80份的细沙、15-23份的石灰和8-15份的水泥在蒸压釜内混合，加水搅拌成胶

泥混合物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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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向步骤（1-1）的胶泥混合物A内加入30-50份的渗透型活性防水颗粒和2-8份的固

化剂，搅拌均匀，制成胶泥混合物B；

（1-3）胶泥混合物B导入模具中，自然风干冷却，脱模后制成混凝土基防水砖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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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砌块及其生产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建筑砌块及其生产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砌块是建筑材料半成品，是组成砌体构件（墙、柱等）的基本单元块体，无论空

心、实心，无论材料种类、轻重。建筑砌块多为直角六面体，大多利用混凝土，工业废料（炉

渣，粉煤灰等）或地方材料制成，具有设备简单，砌筑速度快的优点，符合了建筑工业化发展

中墙体改革的要求。

[0003] 建筑砌块在使用十几、二十年后，内部会出现缝隙，导致防水效果减弱，我们常看

到老旧楼房的墙体在下雨天向室内渗水，其原因就是墙体内部出现了裂缝，目前的解决办

法要么是老旧建筑拆除，要么就是在墙体外侧重新刷涂防水层，但是工程量较大，不适合渗

水轻微或局部渗水的情况。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建筑砌块及其生产工艺，提高防水效果，延

长使用寿命。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建筑砌块，由耐水石膏板、第一沥

青油毡、混凝土基防水砖、聚氨酯防水涂料层、第二沥青油毡、石棉保温板、防火胶层、玄武

岩纤维编织层、砂浆抹面层和饰面层依次复合而成，所述第一沥青油毡通过第一胶接层粘

结于耐水石膏板的侧方，所述混凝土基防水砖通过第二胶接层粘结于第一沥青油毡的侧

方，所述聚氨酯防水涂料层涂覆于混凝土基防水砖的侧方，所述第二沥青油毡通过第三胶

接层粘结于聚氨酯防水涂料层的侧方，所述石棉保温板通过第四胶接层粘结于第二沥青油

毡的侧方，所述石棉保温板通过防火胶层连接有玄武岩纤维编织层，所述玄武岩纤维编织

层的侧方依次涂覆砂浆抹面层和饰面层；

其中，所述混凝土基防水砖以混凝土为基材，基材的全体积内分布有渗透型活性防水

颗粒和固化剂颗粒。

[0006] 其中，所述混凝土基防水砖的制备原料的重量份数为：渗透型活性防水颗粒30-

50、固化剂2-8、细沙60-80、石灰15-23和水泥8-15。

[0007] 其中，所述建筑砌块的一端设有前后贯穿的燕尾槽，另一端设有与燕尾槽匹配的

燕尾形凸棱，两块所述建筑砌块通过燕尾形凸棱与燕尾槽的配合左右拼接成一体。

[0008] 其中，所述建筑砌块的上端面处混凝土基防水砖下凹，所述建筑砌块的下端面处

混凝土基防水砖下凸，上下两块所述建筑砌块于混凝土基防水砖处插接。

[0009] 优选的，所述耐水石膏板、第一沥青油毡、混凝土基防水砖、聚氨酯防水涂料层、第

二沥青油毡、石棉保温板、防火胶层、玄武岩纤维编织层、砂浆抹面层和饰面层的厚度比为

4:1:3:1:1:2:1:1:2:1。

[0010]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建筑砌块的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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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别制备耐水石膏板、第一沥青油毡、混凝土基防水砖、第二沥青油毡、石棉保温板

和玄武岩纤维编织层；

（2）在耐水石膏板的侧方涂刷粘胶后将第一沥青油毡铺平、粘结；

（3）将混凝土基防水砖胶接在第一沥青油毡的侧方，并使混凝土基防水砖在宽度方向

上相对于耐水石膏板错位；

（4）在混凝土基防水砖的侧方涂刷聚氨酯防水涂料层，自然晾干；

（5）待聚氨酯防水涂料层晾干后在其侧方涂刷粘胶，然后将第二沥青油毡铺平、粘结；

（6）在第二沥青油毡的侧方涂刷粘胶后将石棉保温板与之胶接；

（7）在石棉保温板的侧方通过防火胶层连接玄武岩纤维编织层；

（8）最后在玄武岩纤维编织层的侧方依次涂覆砂浆抹面层和饰面层，制成建筑砌块坯

料；

（9）在建筑砌块坯料的两端分别加工燕尾槽和燕尾形凸棱，制成建筑砌块成品。

[0011] 其中，步骤（1）中，所述混凝土基防水砖的制备步骤为：

（1-1）60-80份的细沙、15-23份的石灰和8-15份的水泥在蒸压釜内混合，加水搅拌成胶

泥混合物A；

（1-2）向步骤（1-1）的胶泥混合物A内加入30-50份的渗透型活性防水颗粒和2-8份的固

化剂，搅拌均匀，制成胶泥混合物B；

（1-3）胶泥混合物B导入模具中，自然风干冷却，脱模后制成混凝土基防水砖成品。

[0012]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如下：本发明在混凝土基防水砖添加渗透型活

性防水颗粒，在混凝土基防水砖的外侧设有聚氨酯防水涂料层和第二沥青油毡，建筑砌块

的使用初期，聚氨酯防水涂料层和第二沥青油毡的防水效果尚好，雨水被聚氨酯防水涂料

层和第二沥青油毡阻挡，不会渗入混凝土基防水砖内，混凝土基防水砖内的渗透型活性防

水颗粒不起作用；当建筑砌块使用几十年后，聚氨酯防水涂料层和第二沥青油毡的防水效

果减弱，当混凝土基防水砖内有缝隙时，雨水会渗入到混凝土基防水砖内，渗透型活性防水

颗粒和固化剂遇水溶解成胶状，然后顺着混凝土基防水砖的缝隙填充，防水剂凝固后像胶

水般将松散的沙子粘结为紧密防水的固体，提高防水效果，延长建筑砌块的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的剖视图的放大图。

[0014] 附图标记说明：

1、耐水石膏板；2、第一沥青油毡；3、混凝土基防水砖；4、聚氨酯防水涂料层；5、第二沥

青油毡；6、石棉保温板；7、防火胶层；8、玄武岩纤维编织层；9、砂浆抹面层；10、饰面层；11、

燕尾槽；12、燕尾形凸棱。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为使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及具

体实施例进行详细描述。

[0016] 如图1、图2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建筑砌块，由耐水石膏板1、第一沥青油毡2、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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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基防水砖3、聚氨酯防水涂料层4、第二沥青油毡5、石棉保温板6、防火胶层7、玄武岩纤维

编织层8、砂浆抹面层9和饰面层10依次复合而成，所述第一沥青油毡2通过第一胶接层粘结

于耐水石膏板1的侧方，所述混凝土基防水砖3通过第二胶接层粘结于第一沥青油毡2的侧

方，所述聚氨酯防水涂料层4涂覆于混凝土基防水砖3的侧方，所述第二沥青油毡5通过第三

胶接层粘结于聚氨酯防水涂料层4的侧方，所述石棉保温板6通过第四胶接层粘结于第二沥

青油毡5的侧方，所述石棉保温板6通过防火胶层7连接有玄武岩纤维编织层8，所述玄武岩

纤维编织层8的侧方依次涂覆砂浆抹面层9和饰面层10。

[0017] 其中，所述混凝土基防水砖3以混凝土为基材，基材的全体积内分布有渗透型活性

防水颗粒和固化剂颗粒。

[0018] 所述建筑砌块的一端设有前后贯穿的燕尾槽11，另一端设有与燕尾槽11匹配的燕

尾形凸棱12，两块所述建筑砌块通过燕尾形凸棱与燕尾槽的配合左右拼接成一体。

[0019] 所述建筑砌块的上端面处混凝土基防水砖3下凹，所述建筑砌块的下端面处混凝

土基防水砖3下凸，上下两块所述建筑砌块于混凝土基防水砖处插接。

[0020] 所述耐水石膏板、第一沥青油毡、混凝土基防水砖、聚氨酯防水涂料层、第二沥青

油毡、石棉保温板、防火胶层、玄武岩纤维编织层、砂浆抹面层和饰面层的厚度比为4:1:3:

1:1:2:1:1:2:1。

[0021] 优选的，所述混凝土基防水砖的制备原料的重量份数为：渗透型活性防水颗粒30-

50、固化剂2-8、细沙60-80、石灰15-23和水泥8-15。

[0022]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建筑砌块的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1）分别制备耐水石膏板、第一沥青油毡、混凝土基防水砖、第二沥青油毡、石棉保温板

和玄武岩纤维编织层；

其中，所述混凝土基防水砖的制备步骤为：

（1-1）60-80份的细沙、15-23份的石灰和8-15份的水泥在蒸压釜内混合，加水搅拌成胶

泥混合物A；

（1-2）向步骤（1-1）的胶泥混合物A内加入30-50份的渗透型活性防水颗粒和2-8份的固

化剂，搅拌均匀，制成胶泥混合物B；

（1-3）胶泥混合物B导入模具中，自然风干冷却，脱模后制成混凝土基防水砖成品。

[0023] （2）在耐水石膏板的侧方涂刷粘胶后将第一沥青油毡铺平、粘结；

（3）将混凝土基防水砖胶接在第一沥青油毡的侧方，并使混凝土基防水砖在宽度方向

上相对于耐水石膏板错位；

（4）在混凝土基防水砖的侧方涂刷聚氨酯防水涂料层，自然晾干；

（5）待聚氨酯防水涂料层晾干后在其侧方涂刷粘胶，然后将第二沥青油毡铺平、粘结；

（6）在第二沥青油毡的侧方涂刷粘胶后将石棉保温板与之胶接；

（7）在石棉保温板的侧方通过防火胶层连接玄武岩纤维编织层；

（8）最后在玄武岩纤维编织层的侧方依次涂覆砂浆抹面层和饰面层，制成建筑砌块坯

料；

（9）在建筑砌块坯料的两端分别加工燕尾槽和燕尾形凸棱，制成建筑砌块成品。

[0024]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25] 实施例1

说　明　书 3/6 页

6

CN 112431311 A

6



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建筑砌块的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1.1、分别制备耐水石膏板、第一沥青油毡、混凝土基防水砖、第二沥青油毡、石棉保温

板和玄武岩纤维编织层；

其中，所述混凝土基防水砖的制备步骤为：

1.1.1、60份的细沙、15份的石灰和8份的水泥在蒸压釜内混合，加水搅拌成胶泥混合物

A1；

1.1.2、向步骤1.1.1的胶泥混合物A1内加入30份的渗透型活性防水颗粒和2份的固化

剂，搅拌均匀，制成胶泥混合物B1；

1.1.3、胶泥混合物B1导入模具中，自然风干冷却，脱模后制成混凝土基防水砖成品。

[0026] 1.2、在耐水石膏板的侧方涂刷粘胶后将第一沥青油毡铺平、粘结；

1.3、将混凝土基防水砖胶接在第一沥青油毡的侧方，并使混凝土基防水砖在宽度方向

上相对于耐水石膏板错位；

1.4、在混凝土基防水砖的侧方涂刷聚氨酯防水涂料层，自然晾干；

1.5、待聚氨酯防水涂料层晾干后在其侧方涂刷粘胶，然后将第二沥青油毡铺平、粘结；

1.6、在第二沥青油毡的侧方涂刷粘胶后将石棉保温板与之胶接；

1.7、在石棉保温板的侧方通过防火胶层连接玄武岩纤维编织层；

1.8、最后在玄武岩纤维编织层的侧方依次涂覆砂浆抹面层和饰面层，制成建筑砌块坯

料；

1.9、在建筑砌块坯料的两端分别加工燕尾槽和燕尾形凸棱，制成建筑砌块成品。

[0027] 实施例2

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建筑砌块的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2.1、分别制备耐水石膏板、第一沥青油毡、混凝土基防水砖、第二沥青油毡、石棉保温

板和玄武岩纤维编织层；

其中，所述混凝土基防水砖的制备步骤为：

2.1.1、70份的细沙、20份的石灰和12份的水泥在蒸压釜内混合，加水搅拌成胶泥混合

物A2；

2.1.2、向步骤2.1.1的胶泥混合物A2内加入45份的渗透型活性防水颗粒和5份的固化

剂，搅拌均匀，制成胶泥混合物B2；

2.1.3、胶泥混合物B2导入模具中，自然风干冷却，脱模后制成混凝土基防水砖成品。

[0028] 2.2、在耐水石膏板的侧方涂刷粘胶后将第一沥青油毡铺平、粘结；

2.3、将混凝土基防水砖胶接在第一沥青油毡的侧方，并使混凝土基防水砖在宽度方向

上相对于耐水石膏板错位；

2.4、在混凝土基防水砖的侧方涂刷聚氨酯防水涂料层，自然晾干；

2.5、待聚氨酯防水涂料层晾干后在其侧方涂刷粘胶，然后将第二沥青油毡铺平、粘结；

2.6、在第二沥青油毡的侧方涂刷粘胶后将石棉保温板与之胶接；

2.7、在石棉保温板的侧方通过防火胶层连接玄武岩纤维编织层；

2.8、最后在玄武岩纤维编织层的侧方依次涂覆砂浆抹面层和饰面层，制成建筑砌块坯

料；

2.9、在建筑砌块坯料的两端分别加工燕尾槽和燕尾形凸棱，制成建筑砌块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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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实施例3

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建筑砌块的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3.1、分别制备耐水石膏板、第一沥青油毡、混凝土基防水砖、第二沥青油毡、石棉保温

板和玄武岩纤维编织层；

其中，所述混凝土基防水砖的制备步骤为：

3.1.1、80份的细沙、23份的石灰和15份的水泥在蒸压釜内混合，加水搅拌成胶泥混合

物A3；

3.1.2、向步骤3.1.1的胶泥混合物A3内加入50份的渗透型活性防水颗粒和8份的固化

剂，搅拌均匀，制成胶泥混合物B3；

3.1.3、胶泥混合物B3导入模具中，自然风干冷却，脱模后制成混凝土基防水砖成品。

[0030] 3.2、在耐水石膏板的侧方涂刷粘胶后将第一沥青油毡铺平、粘结；

3.3、将混凝土基防水砖胶接在第一沥青油毡的侧方，并使混凝土基防水砖在宽度方向

上相对于耐水石膏板错位；

3.4、在混凝土基防水砖的侧方涂刷聚氨酯防水涂料层，自然晾干；

3.5、待聚氨酯防水涂料层晾干后在其侧方涂刷粘胶，然后将第二沥青油毡铺平、粘结；

3.6、在第二沥青油毡的侧方涂刷粘胶后将石棉保温板与之胶接；

3.7、在石棉保温板的侧方通过防火胶层连接玄武岩纤维编织层；

3.8、最后在玄武岩纤维编织层的侧方依次涂覆砂浆抹面层和饰面层，制成建筑砌块坯

料；

3.9、在建筑砌块坯料的两端分别加工燕尾槽和燕尾形凸棱，制成建筑砌块成品。

[0031] 对照例

本对照例提供的一种建筑砌块的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4.1、分别制备耐水石膏板、第一沥青油毡、混凝土砖、第二沥青油毡、石棉保温板和玄

武岩纤维编织层；

其中，所述混凝土砖的制备步骤为：

4.1.1、80份的细沙、23份的石灰和15份的水泥在蒸压釜内混合，加水搅拌成胶泥混合

物A4；

4.1.2、胶泥混合物A4导入模具中，自然风干冷却，脱模后制成混凝土砖成品。

[0032] 4.2、在耐水石膏板的侧方涂刷粘胶后将第一沥青油毡铺平、粘结；

4.3、将混凝土基防水砖胶接在第一沥青油毡的侧方，并使混凝土基防水砖在宽度方向

上相对于耐水石膏板错位；

4.4、在混凝土基防水砖的侧方涂刷聚氨酯防水涂料层，自然晾干；

4.5、待聚氨酯防水涂料层晾干后在其侧方涂刷粘胶，然后将第二沥青油毡铺平、粘结；

4.6、在第二沥青油毡的侧方涂刷粘胶后将石棉保温板与之胶接；

4.7、在石棉保温板的侧方通过防火胶层连接玄武岩纤维编织层；

4.8、最后在玄武岩纤维编织层的侧方依次涂覆砂浆抹面层和饰面层，制成建筑砌块坯

料；

4.9、在建筑砌块坯料的两端分别加工燕尾槽和燕尾形凸棱，制成建筑砌块成品。

[0033] 对实施例1-3和对照例制备的建筑砌块的渗水率进行测试，采用相同的喷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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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距离各建筑砌块砌成的墙体距离为50cm，自墙体外侧直喷，喷水压力相同，喷水10小时

后观察墙体的渗水情况，测试结果如下表：

组别 结果记录

实施例1 墙体内侧无明显水印

实施例2 墙体内侧无明显水印

实施例3 墙体内侧无明显水印

对照例 2h后开始有水印，8h后存在流水情况

[0034] 本发明在混凝土基防水砖添加渗透型活性防水颗粒，水渗入到混凝土基防水砖

内，渗透型活性防水颗粒和固化剂遇水溶解成胶状，然后顺着混凝土基防水砖的缝隙填充，

防水剂凝固后像胶水般将松散的沙子粘结为紧密防水的固体，提高防水效果，延长建筑砌

块的使用寿命。

[0035] 以上所述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所述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作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

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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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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