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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雕塑水泥，其包括如下重量

份的各组分制成：普通硅酸盐水泥40-50份、石膏

20-30份、硼砂40-50份、玄武岩粉5-10份、胶水8-

12份、壳聚糖纤维0.05-1份、添加剂0.3-0.8份。

本发明还公开了所述雕塑水泥的制备方法。本发

明公开的雕塑水泥综合性能优异，防开裂和塑形

性更好，使用寿命更长，防水抗渗性能更优异，施

工性能和稳定性更佳，雕塑出的立体感和视觉美

感好，艺术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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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雕塑水泥，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各组分制成：普通硅酸盐水泥40-50

份、石膏20-30份、硼砂40-50份、玄武岩粉5-10份、胶水8-12份、壳聚糖纤维0.05-1份、添加

剂0.3-0.8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雕塑水泥，其特征在于，所述硼砂的粒径为80-120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雕塑水泥，其特征在于，所述玄武岩粉的粒径为100-200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雕塑水泥，其特征在于，所述胶水是由如下重量份的各原料制

成的：超支化聚缩甘油醚20-30份、卡拉胶10-20份、单棕榈酸甘油3-5份、D-葡糖糖酸2-丙

烯-1-酯/烯丙基琥珀酰亚胺基碳酸酯/丙烯酸酯/丙酸松油酯共聚物5-10份。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雕塑水泥，其特征在于，所述D-葡糖糖酸2-丙烯-1-酯/烯丙基

琥珀酰亚胺基碳酸酯/丙烯酸酯/丙酸松油酯共聚物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D-葡糖

糖酸2-丙烯-1-酯、烯丙基琥珀酰亚胺基碳酸酯、丙烯酸酯、丙酸松油酯、引发剂加入到高沸

点溶剂中，在氮气氛围下搅拌反应3-5小时，后旋蒸除去溶剂，得到D-葡糖糖酸2-丙烯-1-

酯/烯丙基琥珀酰亚胺基碳酸酯/丙烯酸酯/丙酸松油酯共聚物。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雕塑水泥，其特征在于，所述D-葡糖糖酸2-丙烯-1-酯、烯丙基

琥珀酰亚胺基碳酸酯、丙烯酸酯、丙酸松油酯、引发剂、高沸点溶剂的质量比为1∶1∶2∶1∶

(0.04-0.06)∶(15-20)。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雕塑水泥，其特征在于，所述引发剂为偶氮二异丁腈、偶氮二

异庚腈中的至少一种；所述高沸点溶剂为N，N-二甲基甲酰胺、N，N-二甲基乙酰胺、N-甲基吡

咯烷酮中的至少一种。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雕塑水泥，其特征在于，所述添加剂为N，N-双(2-羟乙基)-2-

氨基乙磺酸改性聚季铵盐-15；所述添加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N，N-双(2-羟乙

基)-2-氨基乙磺酸、季铵盐-15溶于四氢呋喃中，在35-45℃下搅拌反应3-6小时，后再向其

中加入偶氮二异丁腈，在氮气氛围下，80-90℃发生聚合反应4-6小时，反应结束后，选自除

去四氢呋喃，得到添加剂。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雕塑水泥，其特征在于，所述N，N-双(2-羟乙基)-2-氨基乙磺

酸、季铵盐-15、四氢呋喃、偶氮二异丁腈的质量比为1∶1.18∶(10-16)∶(0.02-0.03)。

10.根据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的雕塑水泥，其特征在于，所述雕塑水泥的制备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将各组分按比例混合后加入到搅拌锅中，升温至60-70℃，搅拌2-4小时，后

升温至75-85℃，继续搅拌1-2小时，最后冷却至室温，碾磨过200-300目筛，制得所述雕塑水

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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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雕塑水泥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材料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雕塑水泥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建筑工程要求越来越高，不

仅要求其具有能抵抗外界物理，化学，生物破坏的作用的结构，还要求其具有一定艺术造

型，给人以美感，如塑石，假山，仿木，仿石墙面，园林景观的大型雕塑等。雕塑水泥是这些建

筑的常见材质，它是一种通过造型、纹理、质感与色彩表达设计师想象力的材料。其性能的

好坏直接影响到建筑材料的美观及艺术效果。因此，开发性能优异的雕塑水泥是业内亟待

解决的问题。

[0003] 水泥，是粉状水硬性无机胶凝材料，其加水搅拌后成浆体，能在空气中硬化或者在

水中更好的硬化，并能把砂、石等材料牢固地胶结在一起，广泛应用于土木建筑、水利、国防

等工程。但是普通硅酸盐水泥存在早期水化热高，凝结时间果断，后期强度有不同程度的倒

缩等问题，应用到雕塑中时容易产生裂缝和空鼓、喷浆厚度不容易控制，同时，生产制备的

雕塑外观效果较难控制。作为改进，现有技术中出现了专门用于雕塑的雕塑水泥，但是市面

上的雕塑水泥还普遍存在抹于基面之后，很快脱水，易造成强度降低及产生众多裂痕；凝固

时间较早，雕塑造型的时间不够充分；砂浆配合比人为随机操作，缺乏统一的科学配比，质

量不稳定，使用寿命短；抹灰厚度在2-3cm，无法达到充分厚度，雕塑出的立体感欠佳等缺

陷。

[0004] 申请号为201410300139 .8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雕塑砂浆，由以下组分组

成：32.5R的普通硅酸盐水泥40％-50％，40-80目的砂(石英砂)45-55％，50-70目的轻质骨

料1-2％，纤维素醚0.01-0.1％，可分散乳胶粉0.02-0.2％，减水剂0.2-0.4％，硅粉2-3％，

木质素纤维0.3-0.4％，聚丙烯纤维0-0.04％。这样的组分组成的目的在于：操作方便，不用

添加任何其它材料直接使用；具有易施工性，有非常好的和易性；抗垂挂性使得一次抹灰厚

度更厚，可达5cm以上，营造出了更立体、更丰富的雕塑效果，并提高了施工效率；少发现裂

缝，提高了仿真效果；结构紧密，配比合理可延长使用寿命；工厂化生产，质量稳定有保障。

但该发明公开的砂浆使用后，防开裂性和塑形性较差，防水、抗渗透性、稳定性、强度和韧性

有待进一步提高。

[0005] 因此，开发一款综合性能优异，防开裂和塑形效果佳，使用寿命长，防水抗渗性能

优异，施工性能好的雕塑水泥符合市场需求，具有广泛的市场价值和应用前景，对促进雕塑

材料行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雕塑水泥及其制备方法，该

制备方法简单，操作方便，制备成本低；制备得到的雕塑水泥综合性能优异，防开裂和塑形

性更好，使用寿命更长，防水抗渗性能更优异，施工性能和稳定性更佳，雕塑出的立体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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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美感好，艺术效果显著。

[0007]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雕塑水泥，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各组分制成：普通硅酸盐水泥40-

50份、石膏20-30份、硼砂40-50份、玄武岩粉5-10份、胶水8-12份、壳聚糖纤维0.05-1份、添

加剂0.3-0.8份。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硼砂的粒径为80-120目。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玄武岩粉的粒径为100-200目。

[0011] 进一步地，所述胶水是由如下重量份的各原料制成的：超支化聚缩甘油醚20-30

份、卡拉胶10-20份、单棕榈酸甘油3-5份、D-葡糖糖酸2-丙烯-1-酯/烯丙基琥珀酰亚胺基碳

酸酯/丙烯酸酯/丙酸松油酯共聚物5-10份。

[0012] 优选地，所述超支化聚缩甘油醚为自制，制备方法参考：何源.超支化缩水甘油醚

的制备和生物医学应用[D].浙江大学，2011。

[0013] 优选地，所述D-葡糖糖酸2-丙烯-1-酯/烯丙基琥珀酰亚胺基碳酸酯/丙烯酸酯/丙

酸松油酯共聚物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D-葡糖糖酸2-丙烯-1-酯、烯丙基琥珀酰亚

胺基碳酸酯、丙烯酸酯、丙酸松油酯、引发剂加入到高沸点溶剂中，在氮气氛围下搅拌反应

3-5小时，后旋蒸除去溶剂，得到D-葡糖糖酸2-丙烯-1-酯/烯丙基琥珀酰亚胺基碳酸酯/丙

烯酸酯/丙酸松油酯共聚物。

[0014] 优选地，所述D-葡糖糖酸2-丙烯-1-酯、烯丙基琥珀酰亚胺基碳酸酯、丙烯酸酯、丙

酸松油酯、引发剂、高沸点溶剂的质量比为1：1：2：1：(0.04-0.06)：(15-20)。

[0015] 优选地，所述引发剂为偶氮二异丁腈、偶氮二异庚腈中的至少一种；所述高沸点溶

剂为N，N-二甲基甲酰胺、N，N-二甲基乙酰胺、N-甲基吡咯烷酮中的至少一种。

[0016] 进一步地，所述添加剂为N，N-双(2-羟乙基)-2-氨基乙磺酸改性聚季铵盐-15。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添加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N，N-双(2-羟乙基)-2-氨基

乙磺酸、季铵盐-15溶于四氢呋喃中，在35-45℃下搅拌反应3-6小时，后再向其中加入偶氮

二异丁腈，在氮气氛围下，80-90℃发生聚合反应4-6小时，反应结束后，选自除去四氢呋喃，

得到添加剂。

[0018] 优选地，所述N，N-双(2-羟乙基)-2-氨基乙磺酸、季铵盐-15、四氢呋喃、偶氮二异

丁腈的质量比为1：1.18：(10-16)：(0.02-0.03)。

[0019] 本发明的另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所述雕塑水泥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如下步骤：将各组分按比例混合后加入到搅拌锅中，升温至60-70℃，搅拌2-4小时，后升温

至75-85℃，继续搅拌1-2小时，最后冷却至室温，碾磨过200-300目筛，制得所述雕塑水泥。

[0020] 由于上述技术方案运用，本发明专利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下列优点：本发明提供

的雕塑水泥制备方法简单，操作方便，制备成本低；制备得到的雕塑水泥综合性能优异，防

开裂和塑形性更好，使用寿命更长，防水抗渗性能更优异，施工性能和稳定性更佳，雕塑出

的立体感和视觉美感好，艺术效果显著。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本发明涉及一种雕塑水泥，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各组分制成：普通硅酸

盐水泥40-50份、石膏20-30份、硼砂40-50份、玄武岩粉5-10份、胶水8-12份、壳聚糖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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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份、添加剂0.3-0.8份；所述硼砂的粒径为80-120目；所述玄武岩粉的粒径为100-200

目。

[0022] 进一步地，所述胶水是由如下重量份的各原料制成的：超支化聚缩甘油醚20-30

份、卡拉胶10-20份、单棕榈酸甘油3-5份、D-葡糖糖酸2-丙烯-1-酯/烯丙基琥珀酰亚胺基碳

酸酯/丙烯酸酯/丙酸松油酯共聚物5-10份；所述超支化聚缩甘油醚为自制，制备方法参考：

何源.超支化缩水甘油醚的制备和生物医学应用[D].浙江大学，2011。

[0023] 所述D-葡糖糖酸2-丙烯-1-酯/烯丙基琥珀酰亚胺基碳酸酯/丙烯酸酯/丙酸松油

酯共聚物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D-葡糖糖酸2-丙烯-1-酯、烯丙基琥珀酰亚胺基碳

酸酯、丙烯酸酯、丙酸松油酯、引发剂加入到高沸点溶剂中，在氮气氛围下搅拌反应3-5小

时，后旋蒸除去溶剂，得到D-葡糖糖酸2-丙烯-1-酯/烯丙基琥珀酰亚胺基碳酸酯/丙烯酸

酯/丙酸松油酯共聚物；所述D-葡糖糖酸2-丙烯-1-酯、烯丙基琥珀酰亚胺基碳酸酯、丙烯酸

酯、丙酸松油酯、引发剂、高沸点溶剂的质量比为1：1∶2∶1：(0.04-0.06)：(15-20)；所述引发

剂为偶氮二异丁腈、偶氮二异庚腈中的至少一种；所述高沸点溶剂为N，N-二甲基甲酰胺、N，

N-二甲基乙酰胺、N-甲基吡咯烷酮中的至少一种。

[0024] 进一步地，所述添加剂为N，N-双(2-羟乙基)-2-氨基乙磺酸改性聚季铵盐-15；所

述添加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N，N-双(2-羟乙基)-2-氨基乙磺酸、季铵盐-15溶于

四氢呋喃中，在35-45℃下搅拌反应3-6小时，后再向其中加入偶氮二异丁腈，在氮气氛围

下，80-90℃发生聚合反应4-6小时，反应结束后，选自除去四氢呋喃，得到添加剂；所述N，N-

双(2-羟乙基)-2-氨基乙磺酸、季铵盐-15、四氢呋喃、偶氮二异丁腈的质量比为1∶1.18∶

(10-16)∶(0.02-0.03)。

[0025] 本发明的另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所述雕塑水泥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如下步骤：将各组分按比例混合后加入到搅拌锅中，升温至60-70℃，搅拌2-4小时，后升温

至75-85℃，继续搅拌1-2小时，最后冷却至室温，碾磨过200-300目筛，制得所述雕塑水泥。

[0026] 由于上述技术方案运用，本发明专利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下列优点：本发明提供

的雕塑水泥制备方法简单，操作方便，制备成本低；制备得到的雕塑水泥综合性能优异，防

开裂和塑形性更好，使用寿命更长，防水抗渗性能更优异，施工性能和稳定性更佳，雕塑出

的立体感和视觉美感好，艺术效果显著。

[0027] 下面将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描述，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限

于此。

[0028] 实施例1

[0029] 实施例1提供一种雕塑水泥，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各组分制成：普通硅

酸盐水泥40份、石膏20份、硼砂40份、玄武岩粉5份、胶水8份、壳聚糖纤维0.05份、添加剂0.3

份；所述硼砂的粒径为100目；所述玄武岩粉的粒径为120目。

[0030] 所述胶水是由如下重量份的各原料制成的：超支化聚缩甘油醚20份、卡拉胶10份、

单棕榈酸甘油3份、D-葡糖糖酸2-丙烯-1-酯/烯丙基琥珀酰亚胺基碳酸酯/丙烯酸酯/丙酸

松油酯共聚物5份。

[0031] 所述D-葡糖糖酸2-丙烯-1-酯/烯丙基琥珀酰亚胺基碳酸酯/丙烯酸酯/丙酸松油

酯共聚物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D-葡糖糖酸2-丙烯-1-酯100g、烯丙基琥珀酰亚胺

基碳酸酯100g、丙烯酸酯200g、丙酸松油酯100g、偶氮二异丁腈4g加入到N，N-二甲基甲酰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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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g中，在氮气氛围下搅拌反应3小时，后旋蒸除去溶剂，得到D-葡糖糖酸2-丙烯-1-酯/烯

丙基琥珀酰亚胺基碳酸酯/丙烯酸酯/丙酸松油酯共聚物。

[0032] 所述添加剂为N，N-双(2-羟乙基)-2-氨基乙磺酸改性聚季铵盐-15；所述添加剂的

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N，N-双(2-羟乙基)-2-氨基乙磺酸100g、季铵盐-15118g溶于四

氢呋喃1000g中，在35℃下搅拌反应4小时，后再向其中加入偶氮二异丁腈，在氮气氛围下，

85℃发生聚合反应5小时，反应结束后，选自除去四氢呋喃，得到添加剂。

[0033] 一种所述雕塑水泥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将各组分按比例混合

后加入到搅拌锅中，升温至65℃，搅拌3小时，后升温至80℃，继续搅拌1.5小时，最后冷却至

室温，碾磨过250目筛，制得所述雕塑水泥。

[0034] 实施例2

[0035] 实施例2提供一种雕塑水泥，其配方和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的在于，

所述雕塑水泥，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各组分制成：普通硅酸盐水泥43份、石膏22份、硼砂42份、

玄武岩粉6份、胶水9份、壳聚糖纤维0.2份、添加剂0.4份；所述胶水是由如下重量份的各原

料制成的：超支化聚缩甘油醚23份、卡拉胶12份、单棕榈酸甘油3.5份、D-葡糖糖酸2-丙烯-

1-酯/烯丙基琥珀酰亚胺基碳酸酯/丙烯酸酯/丙酸松油酯共聚物6份。

[0036] 实施例3

[0037] 实施例3提供一种雕塑水泥，其配方和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的在于，

所述雕塑水泥，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各组分制成：普通硅酸盐水泥45份、石膏25份、硼砂45份、

玄武岩粉7份、胶水10份、壳聚糖纤维0.5份、添加剂0.6份；所述胶水是由如下重量份的各原

料制成的：超支化聚缩甘油醚25份、卡拉胶15份、单棕榈酸甘油4份、D-葡糖糖酸2-丙烯-1-

酯/烯丙基琥珀酰亚胺基碳酸酯/丙烯酸酯/丙酸松油酯共聚物7份。

[0038] 实施例4

[0039] 实施例4提供一种雕塑水泥，其配方和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的在于，

所述雕塑水泥，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各组分制成：普通硅酸盐水泥48份、石膏28份、硼砂47份、

玄武岩粉9份、胶水11份、壳聚糖纤维0.9份、添加剂0.7份；所述胶水是由如下重量份的各原

料制成的：超支化聚缩甘油醚29份、卡拉胶18份、单棕榈酸甘油4.5份、D-葡糖糖酸2-丙烯-

1-酯/烯丙基琥珀酰亚胺基碳酸酯/丙烯酸酯/丙酸松油酯共聚物9份。

[0040] 实施例5

[0041] 实施例5提供一种雕塑水泥，其配方和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的在于，

所述雕塑水泥，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各组分制成：普通硅酸盐水泥50份、石膏30份、硼砂50份、

玄武岩粉10份、胶水12份、壳聚糖纤维1份、添加剂0.8份；所述胶水是由如下重量份的各原

料制成的：超支化聚缩甘油醚30份、卡拉胶20份、单棕榈酸甘油5份、D-葡糖糖酸2-丙烯-1-

酯/烯丙基琥珀酰亚胺基碳酸酯/丙烯酸酯/丙酸松油酯共聚物10份。

[0042] 对比例1

[0043] 对比例1提供一种雕塑水泥，其配方和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的在于，

没有添加石膏和硼砂。

[0044] 对比例2

[0045] 对比例2提供一种雕塑水泥，其配方和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的在于，

没有添加玄武岩粉和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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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对比例3

[0047] 对比例3提供一种雕塑水泥，其配方和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的在于，

没有添加壳聚糖纤维和添加剂。

[0048] 对比例4

[0049] 对比例4提供一种雕塑水泥，其配方和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的在于，

没有添加超支化聚缩甘油醚和单棕榈酸甘油。

[0050] 为了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效果，将所述雕塑水泥的相关性能参照国标进行测

试，测试结果见表1所示。

[0051] 表1

[0052]

[0053]

[0054] 从表1中可以看出，实施例1-5中的雕塑水泥具有优异的机械力学性能、抗裂性和

抗渗防水性。可见，胶水和各组分的添加都有利于提高其上述性能，上述性能是各组分协同

作用的结果。

[0055] 上述实施例只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项技术的人

士能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据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根据本发明

精神实质所作的等效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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