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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仿石材表面的装饰装

修一体化轻质板材，板材从上依次向下包括装饰

层、保护层、基材层，其中所述的装饰层的材料为

多彩仿石材料，所述的保护层的材料为高分子薄

膜，所述的基材层的材料为轻质石膏板。基材层

其组分及重量份含量包括：石膏70‑90份、轻集料

0.4‑0 .8份、缓凝剂0.2‑0 .4份、减水剂0.2‑0 .4

份、引气剂0.05‑0.1份。本发明利用粘结剂将高

分子薄膜与石膏板材粘结起来，在薄膜上涂多彩

仿石材料以制备仿石板材。对比传统砌块抹灰工

艺，工艺简单，其造价成本低于天然石材的70％

以上，还能大大减少运输成本及建设投资；本发

明可有效地防止装饰层脱落，同时还具有施工速

度快、成本低、仿真效果好、耐久性好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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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仿石材表面的装饰装修一体化轻质板材，其特征在于，

包括由下至上依次叠加的基材层、保护层和装饰层，其中：

所述基材层的材料为轻质石膏板；

所述保护层的材料为高分子薄膜；所述保护层为高分子薄膜为聚丙烯膜；

所述装饰层的材料为仿石材料；

保护层与基材层由粘结剂粘接；

装饰层浇筑在保护层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仿石材表面的装饰装修一体化轻质板材，其特征在于，所

述基材层的质量份组分为：石膏70‑90份、轻集料0.4‑0.8份、缓凝剂0.2‑0.4份、减水剂0.2‑

0.4份、引气剂0.05‑0.1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仿石材表面的装饰装修一体化轻质板材，其特征在于：所

述装饰层为多彩仿石材层，厚度为0.5‑1 .5mm，选自花岗岩漆层、水包砂多彩漆层、真石漆

层、岩片真石漆层、仿石漆层中的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仿石材表面的装饰装修一体化轻质板材，其特征在于：所

述粘结剂为氰基丙烯酸酯粘结剂。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仿石材表面的装饰装修一体化轻质板材，其特征在于：所

述石膏为磷石膏，其二水硫酸钙含量≥95％，附着水含量≤4％，颗粒粒径为5～50μm，堆积

密度为2.4g/cm3。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仿石材表面的装饰装修一体化轻质板材，其特征在于：所

述轻集料为玻化微珠颗粒，颗粒粒径0.1‑2mm，堆积密度80‑130kg/m3。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仿石材表面的装饰装修一体化轻质板材，其特征在于：所

述缓凝剂选自多聚磷酸钠、石膏专用蛋白质类缓凝剂中的一种或两种的混合。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仿石材表面的装饰装修一体化轻质板材，其特征在于：所

述减水剂为脂肪酸系高效减水剂。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仿石材表面的装饰装修一体化轻质板材，其特征在于：所

述引气剂为十二烷基苯硫酸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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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仿石材表面装饰装修一体化轻质板材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材料领域，具体涉及到一种装饰装修一体化轻质板材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石材的质感柔和美观庄重，格调高雅，花色繁多，是装饰豪华建筑的理想材料，因

而高档优质的石材产品一直是许多大型公共空间、别墅大宅装饰中的“上宾”。但是石材是

一种稀缺资源，高档优质的石材在市场上千金难求，美中不足的是，天然石材具有放射性，

在室内空间使用不符合环保生活理念，再者，由于天然石材是从天然岩体中开采出来的，所

形成的花色纹理很难自然衔接，因此使用时无法实现大面积铺贴，难以形成统一和完整的

风格。而且石材的开采，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伤害。

[0003] 近几年来，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石材平均每年的用量增长率均大于9％，而

且石材用量逐年递增的势头不减。中国有丰富的石材矿藏，但由于不合理和过度的开发，一

些地区的石材矿藏已出现匮乏的现状。石材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再丰富的矿藏也有开发殆

尽的一天，而且天然石材从开采到使用只有30％的用量，对资源和对环境造成极大浪费和

污染。石材最大的优点来自天然，但最大的缺点也是带有天然缺陷，如成本高，存在放射性、

强度不够等。仿石材板材则可以规避这些弱点，是代替天然石头最为理想的材料，再者，由

于仿石材板材和天然石材价格相比，价格低廉，对于在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来说，居民住宅

装饰的大众化的消费水平并不高，所以仿石材板材将成为消费的热点。

[0004] 目前主要是在仿石材材料有较大的缺陷，只有一定的立体感，而且仿石材层极易

脱落，距离天然石材还存在的较大的差距。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工艺简单、仿石表观精美、仿石层不易脱

落且成本低廉的轻质板材。

[0006] 本发明选用以工业副产磷石膏作为主要原料的轻质基材层，一方面磷石膏的使用

利于以废治废和废物资源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磷石膏对环境的压力，并且有利于成本控

制；另一方面，在轻质基材层中添加了轻集料，能够有效地降低板材质量，方便运输和施工。

原有的仿石材技术是直接在板材上将装饰层(仿石材层)粘接固定，两者之间的粘接存在脱

落的问题。本发明利用高分子薄膜(PP膜)在基材层与仿石材层之间用作保护层，PP膜与基

材层之间采用粘接剂进行紧密粘接，在此基础上装饰层(仿石材料层)在PP膜上进行涂刷，

基材层和仿石材料层与PP层之间的粘接和贴合更加稳固，以使整个装饰材料的连接更牢

固。脱落测试结果表明，本发明提供的装饰材料脱落测试中可以坚持30～50天不脱落。

[0007] 本发明提供具体方案如下：

[0008] 一种具有仿石材表面的装饰装修一体化轻质板材板材，包括由下至上依次叠加的

基材层、保护层和装饰层，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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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基材层的材料为轻质石膏板；

[0010] 所述保护层的材料为高分子薄膜；

[0011] 所述装饰层的材料为仿石材料；

[0012] 保护层与基材层由粘结剂粘接；

[0013] 装饰层浇筑在保护层上。

[0014] 图1示出了本发明的结构。

[0015] 上述基材层的质量份组分为：石膏70‑90份、轻集料0.4‑0.8份、缓凝剂0.2‑0.4份、

减水剂0.2‑0.4份、引气剂0.05‑0.1份。

[0016] 上述保护层为高分子薄膜为聚丙烯膜。

[0017] 上述装饰层为多彩仿石材层，厚度为0.5‑1 .5mm，选自花岗岩漆层、水包砂多彩漆

层、真石漆层、岩片真石漆层、仿石漆层中的一种。

[0018] 上述粘结剂为氰基丙烯酸酯粘结剂。

[0019] 上述石膏为磷石膏，其二水硫酸钙含量≥95％，附着水含量≤4％，颗粒粒径为5～

50μm，堆积密度为2.4g/cm3。

[0020] 上述轻集料为玻化微珠颗粒，颗粒粒径0.1‑2mm，堆积密度80‑130kg/m3。

[0021] 上述缓凝剂选自多聚磷酸钠、石膏专用蛋白质类缓凝剂中的一种或两种的混合。

[0022] 上述减水剂为脂肪酸系高效减水剂，减水率可达20％。

[0023] 上述引气剂为十二烷基苯硫酸钠。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5] 1、采用保护层的设计有效地防止装饰层的脱落；

[0026] 2、基材层使用为轻质石膏板，有效地减小板材质量，方便运输和施工；

[0027] 3、成本低廉，其造价成本低于天然石材的70％左右；

[0028] 4、施工速度快、色泽均匀、仿真效果好、耐久性可达数十年等优点；

[0029] 5、可利用工业副产磷石膏，以废治废，环保且成本低廉。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本发明结构图；

[0031] 附图标记：1‑装饰层；2‑保护层；3‑基材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

进一步详细描述。

[0033] 为避免重复，统一将下述实施例中装饰层(即仿石材料层)的制备方法进行说明：

首先将纯丙烯酸树脂、水和表面活性剂混合制成纯丙烯酸树脂乳液，其中表面活性剂是硬

脂酸、十二烷基苯磺酸钠中的一种或多种的混合物；然后将天然石材结晶加入到纯丙烯酸

树脂乳液，混合均匀后制得仿石材涂料，其中天然石材结晶是花岗岩、大理石、玛瑙石的石

材结晶。

[0034] 下述实施例中石膏均为磷石膏，其二水硫酸钙含量≥95％，附着水含量≤4％，颗

粒粒径为5～50μm，堆积密度为2.4g/cm3。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8943906 B

4



[0035] 下述实施例中轻集料为玻化微珠颗粒，颗粒粒径0.1‑2mm，堆积密度80‑130kg/m3。

[0036] 下述实施例中减水剂为脂肪酸系高效减水剂。

[0037] 下述实施例中引气剂为十二烷基苯硫酸钠。

[0038] 实施例1

[0039] 一种具有仿石材表面的装饰装修一体化轻质板材，其组分及重量份含量包括：

[0040] 石膏70份、玻化微珠0.4份、石膏专用蛋白质类缓凝剂0.2份、减水剂0.2份、引气剂

0.05份。

[0041] 按上述配方，称取石膏、玻化微珠、缓凝剂、减水剂、引气剂，按水料比0.34在搅拌

机中搅拌2min，搅拌过程中再将缓凝剂、减水剂、引气剂、玻化微珠依次加入，将制备的浆料

注入成型模具中，4小时后拆模、养护，利用氰基丙烯酸酯粘结剂将聚丙烯高分子薄膜均匀

贴在板材表面，将纯丙烯酸树脂乳液和大理石石材结晶混合制得仿大理石涂料，再将仿大

理石涂料涂在高分子薄膜上即得到仿大理石表面的装饰装修一体化轻质板材。图1示出了

本发明的结构。

[0042] 实施例2

[0043] 一种具有仿石材表面的装饰装修一体化轻质板材，其组分及重量份含量包括：

[0044] 石膏90份、玻化微珠0.8份、多聚磷酸钠缓凝剂0.4份、减水剂0.4份、引气剂0.1份。

[0045] 按上述配方，称取石膏、玻化微珠、缓凝剂、减水剂、引气剂，按水料比0.34在搅拌

机中搅拌2min，搅拌过程中再将缓凝剂、减水剂、引气剂、玻化微珠依次加入，将制备的浆料

注入成型模具中，4小时后拆模、养护，利用粘结剂将高分子薄膜均匀贴在板材表面，将纯丙

烯酸树脂乳液和花岗岩石材结晶混合制得仿花岗岩涂料，再将仿花岗岩涂料涂在高分子薄

膜上即得到仿花岗岩表面的装饰装修一体化轻质板材。

[0046] 实施例3

[0047] 一种具有仿石材表面的装饰装修一体化轻质板材，其组分及重量份含量包括：

[0048] 石膏80份、玻化微珠0.6份、石膏专用蛋白质类缓凝剂0.3份、减水剂0.3份、引气剂

0.075份。

[0049] 按上述配方，称取石膏、玻化微珠、缓凝剂、减水剂、引气剂，按水料比0.34在搅拌

机中搅拌2min，搅拌过程中再将缓凝剂、减水剂、引气剂、玻化微珠依次加入，将制备的浆料

注入成型模具中，4小时后拆模、养护，利用粘结剂将高分子薄膜均匀贴在板材表面，将纯丙

烯酸树脂乳液和玛瑙石石材结晶混合制得仿玛瑙石涂料，再将仿玛瑙石涂料涂在高分子薄

膜上即得到仿玛瑙石表面的装饰装修一体化轻质板材。

[0050] 对比实施例1

[0051] 传统的仿石材板材是将石膏、缓凝剂和减水剂混合搅拌放入成型模具中，到拆模

时间后拆模、养护，得到石膏基板，再将仿石材层直接放在石膏基板上，以得到仿石材的石

膏板。

[0052] 实施例4

[0053] 脱落测试

[0054] 为了直观地展现加高分子膜的仿石材板材与传统的仿石材板材的区别，现用脱落

测试来说明。

[0055] 测试方法：将体积为10cm×10cm×10cm的加有高分子膜的仿石材板材与传统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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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板材放在同一养护环境里，将基板层固定，将仿石材层朝下，且仿石材层加一重量为5kg

的重物，分别观察它们仿石材层的脱落情况。

[0056] 测试结果：

[0057] 对比实施例1在第10天开始脱落，第15天脱落30％，在28天几乎完全脱落；

[0058] 实施例1在第30天开始脱落，第45天脱落35％，在第60天完全脱落；

[0059] 实施例2在第40天开始脱落，第50天脱落30％，在第65天完全脱落；

[0060] 实施例3在第45天开始脱落，第60天脱落50％，在第70天完全脱落。

[0061] 经对比表明，实施例1‑3的脱落测试结果大幅度领先于对比实施例1，防落性能优

良。本发明提供的制备的轻质板材能够有效地防止仿石材层的脱落。

[006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保护的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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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

改进等，均应包含在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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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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