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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仿石材透光纳米水泥及

制备方法。其制备包括下述重量份的原料：干粉

树脂1份‑2份；可再分散乳胶粉5份‑15份；硅微粉

1.5份‑2份；透明砂物粉末4份‑6份；聚羧酸减水

剂0.1份‑0.2份；消泡剂0.1份‑0.2份；水泥30份‑

40份；透明矿物颗粒70份‑85份。本发明的仿石材

透光纳米水泥具有成本低、耐候性好、透光性良

好、色彩和肌理可以定制的优点、并且可在现场

制作，不受运输条件的通道空间的限制，无拼缝；

还具有可塑性强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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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仿石材透光纳米水泥，其特征在于，其制备包括下述重量份的原料：

干粉树脂1份‑2份；

可再分散乳胶粉5份‑15份；

硅微粉1.5份‑2份；

透明砂物粉末4份‑6份；

聚羧酸减水剂0.1份‑0.2份；

消泡剂0.1份‑0.2份；

水泥30份‑40份；

透明矿物颗粒70份‑85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石材透光纳米水泥，其特征在于，各原料的重量份分别为：

干粉树脂1.5份‑1.8份；

可再分散乳胶粉8份‑12份；

硅微粉1.7份‑1.8份；

透明砂物粉末4.5份‑5.5份；

聚羧酸减水剂0.15份；

消泡剂0.15份；

水泥32份‑38份；

透明矿物颗粒75份‑80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仿石材透光纳米水泥，其特征在于，各原料的重量份分别为：

干粉树脂1.5份；

可再分散乳胶粉10份；

硅微粉1.8份；

透明砂物粉末5份；

聚羧酸减水剂0.15份；

消泡剂0.15份；

水泥35份；

透明矿物颗粒78份。

4.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意一项所述的仿石材透光纳米水泥，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包

括325硅酸盐水泥、425硅酸盐水泥、525硅酸盐水泥和525硫铝酸盐水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仿石材透光纳米水泥，其特征在于，所述325硅酸盐水泥、425

硅酸盐水泥、525硅酸盐水泥和525硫铝酸盐水泥间的重量比为7‑9:1‑3:1‑3:3‑5。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仿石材透光纳米水泥，其特征在于，所述325硅酸盐水泥、425

硅酸盐水泥、525硅酸盐水泥和525硫铝酸盐水泥间的重量比为8:1:1:4。

7.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意一项所述的仿石材透光纳米水泥，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明矿

物颗粒为透明彩色石英砂颗粒。

8.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意一项所述的仿石材透光纳米水泥，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明砂

物粉末为透明彩色石英砂粉末。

9.根据权利要求1‑8中任意一项所述的仿石材透光纳米水泥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按配比将各原料倒入搅拌釜内搅拌均匀，即得仿石材透光纳米水泥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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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仿石材透光纳米水泥及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材料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仿石材透光纳米水泥及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透光建筑材料，是一种可广泛使用的拥有透光性能的新型建材。市场上现有的同

类产品主要有三大类。

[0003] 第一是天然透光石材类，包括天然透光石材和钢化玻璃的复合板；优点：材质天

然，色泽漂亮，可以现场制作安装；缺点：由于其体积大自重大，在运输过程中会比较麻烦，

效率也低；成本价格高(市场普遍价格在1000到几千元/平方米不等)，几乎很难塑形，有拼

缝，由于其内部结构纹理不稳定，会有透光不均匀，纹理不连续，效果不理想的情况，色彩和

肌理无法定制。

[0004] 第二是有机类人造透光石材，如树脂类和玻璃钢类的人造透光板；优点：价格便

宜，可以塑形，色彩和肌理可定制；缺点；耐候性差，须在厂房制作才能到现场安装，有拼缝，

色泽和肌理不自然。

[0005] 第三是无机类的透光混凝土，即采用光纤维有序排列再用水泥混凝土浇筑而成的

透光墙；优点：具备水泥基产品的耐候性，可以定制简单塑形，可现场制作，不受运输和通道

的限制；缺点：没有色泽和肌理的变化，透光造型受到限制，透光效果差。

[0006] 本申请人发现现有技术至少存在以下技术问题：

[0007] 现有技术中的透光建筑材料无法同时具备低成本、耐候性好、透光造型方便且透

光效果好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仿石材透光纳米水泥及制备方法，以解决现有技术中

的透光建筑材料无法同时具备低成本、耐候性好且透光效果好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的

诸多技术方案中的优选技术方案所能产生的诸多技术效果详见下文阐述。

[0009]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以下技术方案：

[0010]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仿石材透光纳米水泥，其制备包括下述重量份的原料：

[0011] 干粉树脂1份‑2份；

[0012] 可再分散乳胶粉5份‑15份；

[0013] 硅微粉1.5份‑2份；

[0014] 透明砂物粉末4份‑6份；

[0015] 聚羧酸减水剂0.1份‑0.2份；

[0016] 消泡剂0.1份‑0.2份；

[0017] 水泥30份‑40份；

[0018] 透明矿物颗粒70份‑85份。

[0019] 进一步的，各原料的重量份分别为：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113816702 A

3



[0020] 干粉树脂1.5份‑1.8份；

[0021] 可再分散乳胶粉8份‑12份；

[0022] 硅微粉1.7份‑1.8份；

[0023] 透明砂物粉末4.5份‑5.5份；

[0024] 聚羧酸减水剂0.15份；

[0025] 消泡剂0.15份；

[0026] 水泥32份‑38份；

[0027] 透明矿物颗粒75份‑80份。

[0028] 进一步的，各原料的重量份分别为：

[0029] 干粉树脂1.5份；

[0030] 可再分散乳胶粉10份；

[0031] 硅微粉1.8份；

[0032] 透明砂物粉末5份；

[0033] 聚羧酸减水剂0.15份；

[0034] 消泡剂0.15份；

[0035] 水泥35份；

[0036] 透明矿物颗粒78份。

[0037] 进一步的，所述水泥包括325硅酸盐水泥、425硅酸盐水泥、525硅酸盐水泥和525硫

铝酸盐水泥。

[0038] 进一步的，所述325硅酸盐水泥、425硅酸盐水泥、525硅酸盐水泥和525硫铝酸盐水

泥间的重量比为7‑9:1‑3:1‑3:3‑5。

[0039] 进一步的，所述325硅酸盐水泥、425硅酸盐水泥、525硅酸盐水泥和525硫铝酸盐水

泥间的重量比为8:1:1:4。

[0040] 进一步的，所述透明矿物颗粒为透明彩色石英砂颗粒。

[0041] 进一步的，所述透明砂物粉末为透明彩色石英砂粉末。

[0042] 本发明提供的仿石材透光纳米水泥的制备方法，按配比将各原料倒入搅拌釜内搅

拌均匀，即得仿石材透光纳米水泥成品。

[0043] 基于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实施例至少可以产生如下技术效果：

[0044] (1)本发明提供的仿石材透光纳米水泥，是一种无机类的纳米水泥透光石材，具备

所有水泥基产品一样的耐候性，达到国家标准要求，可应用于户内外、墙地面、水池、家具和

景观小品等场所。

[0045] (2)本发明提供的仿石材透光纳米水泥，可塑性强，可附着在树脂、玻璃、石材、木

板、钢板等材质上，可以借鉴绘画中油画的画法，塑造出作品油画肌理感与浮雕层次感，可

塑造成任意形状；并且还可以通过3D打印出艺术摆件等；每一个作品都可以通过专业美工

设计师进行技术指导与色彩搭配，并与3D打印技术相结合，做出的成品具有极高的艺术性

与美观性，美观性与艺术性强；

[0046] (3)本发明提供的仿石材透光纳米水泥，可以采用抹面的方式让透光材料达到均

匀和能根据需求调整出想要的透光效果，透光性良好，色彩和肌理可任意定制。

[0047] (4)本发明提供的仿石材透光纳米水泥，通过将材料运到全国各地，然后在进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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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的基础操作即可，可在现场制作，不受运输条件的通道空间的限制，无拼缝，所以有运输，

操作性高的优势。

[0048] (5)本发明提供的仿石材透光纳米水泥，由于原材料均为水泥基材料，市场价格

低，生产成本较低，所以本申请中的纳米水泥使用成本较低，在400‑500元/平方米，远低于

现有市场上天然透光石材类、有机类人造透光石材以及无机类透光混凝土的价格；并且本

发明中的纳米水泥具有透光性与防水性能，市场上没有此类产品，无市场价可做对比，价格

可控制区间大；另外，本发明中的纳米水泥可进行一对一纯手工订制工艺，可细致精巧，也

可粗犷自然，艺术性强，可控制的价格空间大。

附图说明

[0049] 图1为采用本发明实施例1制备的仿石材透光纳米制备的咖啡桌；

[0050] 图2为采用本发明实施例2制备的仿石材透光纳米制备的咖啡桌；

[0051] 图3为采用本发明实施例3制备的仿石材透光纳米制备的咖啡桌；

[0052] 图4为采用本发明实施例4制备的仿石材透光纳米水泥3D打印出的人物头像；

[0053] 图5为采用本发明实施例5制备的仿石材透光纳米水泥3D打印出的台灯灯罩；

[0054] 图6为图5的使用状态示意图；

[0055] 图7为采用本发明实施例5制备的仿石材透光纳米水泥3D打印出的摆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56]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

详细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

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得到的所有

其它实施方式，都属于本发明所保护的范围。

[0057] 一、制备实施例：

[0058] 实施例1‑实施例5中原料的重量份如下表1所示：

[0059] 表1实施例1‑实施例5原料表(各原料以重量份计)

[0060]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实施例4 实施例5

干粉树脂 1 2 1.8 1.5 1.5

可再分散乳胶粉 15 5 8 12 10

硅微粉 1.5 2 1.8 1.7 1.8

透明彩色石英砂粉末 6 4 4.5 5.5 5

聚羧酸减水剂 0.1 0.2 0.15 0.15 0.15

消泡剂 0.2 0.1 0.15 0.15 0.15

325硅酸盐水泥 15 20 16 19 20

425硅酸盐水泥 5 2.8 4 6.3 2.5

525硅酸盐水泥 1.7 8.6 2 4.2 2.5

525硫铝酸盐水泥 8.3 8.6 10 8.5 10

透明彩色石英砂颗粒 85 70 80 75 78

[0061] 实施例1‑实施例5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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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按配比将各原料倒入搅拌釜内搅拌均匀，即得仿石材透光纳米水泥成品，实施例

1‑实施例5中制备的仿石材透光纳米水泥分别记为样品1、样品2、样品3、样品4、样品5。

[0063] 二、实验例：

[0064] 1、按照标准JC/T  1024‑2019《墙体饰面砂浆》检测样品1、样品2、样品3、样品4和样

品5的全项指标，检测结果如下表2所示：

[0065] 表2检测结果

[0066]

[0067] 三、施工实例：

[0068] 1、卫生间透光背景墙(施工地点：深圳市坪山区金田路191号万象创客园竹子酒

店)

[0069] 施工方法：

[0070] (1)采用most双组份界面剂，在施工面(玻璃、PVC板或其他可透光材料)上用滚筒

滚涂均匀；

[0071] (2)在施工面上均匀的洒一层26‑40目的细砂，隔夜待干；

[0072] (3)将上述实施例1中的仿石材透光纳米水泥根据施工干湿要求加水搅拌均匀；

[0073] (4)在调好的仿石材透光纳米水泥中加入8‑16目的透光玻璃砂，仿石材透光纳米

水泥与砂的重量比为10：3，并搅拌均匀；

[0074] (5)然后根据方案要求，用高浓缩透光色浆进行调色；

[0075] (6)再次用most双组份界面剂，在施工面上用滚筒滚涂均匀；

[0076] (7)在界面剂半干的状态下批刮步骤(5)中调色后的透光纳米水泥，批刮手法可根

据方案具体花纹来进行批刮平整；

[0077] (8)若需做成哑光糙面效果，则在表面干透之后用空压机均匀的喷涂most单组分

界面剂做表面保护；

[0078] (9)若需做成亮光平滑效果，则需要进行固化、打磨及抛光处理，再用空压机均匀

的喷涂most单组分界面剂做表面保护。

[0079] 本发明中的仿石材透光纳米水泥施工方便易操作、工艺流程简单可大面积施工与

推广；颜色及花纹可任意调配，可控制性强，创意性强；材料干的时间较慢，不易造成施工时

间差导致的接头；光源可检修，材料稳定，不会影响透光效果。

[0080] 2、户外咖啡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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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同时对三个咖啡桌进行施工，分别对应以上述实施例1‑3中的仿石材透光纳米水

泥进行施工，施工方法同“透光背景墙”的施工方法。

[0082] 三个咖啡桌施工完成后(完成时间为2021年05月07日，如图1‑图3所示)，一直放置

于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的室外，长期经历广东的暴雨和暴晒，直至2021年08月17日没有出

现任何的开裂情况，色泽依旧如新，因水泥基的特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硬度较刚做出来

时更加坚硬，说明本发明中制备的仿石材透光纳米水泥具有良好的耐候性。

[0083] 在2021年05月07日至2021年08月17日之间，三个咖啡桌经过一次涝水浸泡，污水

淤泥浸泡足1米高，水退后，用清水清洗干净后，无丝毫污染，说明本发明中制备的仿石材透

光纳米水泥具有良好的防水抗污性能。

[0084] 3、3D打印摆件、小品

[0085] 如图4所示的人物头像，如图5所示的台灯灯罩，图6是图5中台灯通电后的状态示

意图；如图7所示为打印的摆件。

[0086] 3D打印的施工方法为：

[0087] ①在电脑上设计所需打印的产品样式，并创建模型；

[0088] ②将建好的模型发给3D打印厂商进行打印制作；

[0089] ③拿到模型后，在表面滚刷一层透明水性树脂，再在表面均匀的撒一层细砂；

[0090] ④待表面干透后在滚涂一遍水性树脂，在水性树脂半干状态时，批刮透光材料即

可；

[0091] ⑤根据需要对产品进行固化及保护工作。

[009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或替换，都应涵

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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