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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仿石材料建材的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仿石材料建材的制备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1)面浆原料的准备：2)将面浆原

料称量好后，搅拌完成后得到面浆保湿待用，3)

将步骤2中制备得到的面浆用阵列毛刷点涂在模

板上，然后用高压喷枪将所述面浆喷涂覆盖所述

点涂的浆体上，厚度2‑10mm，经过振动，得到面层

浆体，并保湿遮盖；4)底浆原料的准备；5)将所述

底浆材料称量好后，放入搅拌机内干搅拌得到底

浆；6)在得到步骤3所述的面层浆体30min后，将

底层浆体浇注在面层浆体之上；7)在20℃条件下

保温养护24小时后脱模，脱模后养护。本发明方

法的制得的仿石材建材，其表面花纹仿石综合性

能好，得到的仿石材建材面浆层和底浆层不易分

离，耐候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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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仿石材料建材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面浆原料的准备：

按重量百分比称取以下原料：硅酸盐水泥25‑45份，掺和料5‑45份，骨料25份，减水剂占

总胶材重量的0.3‑1.2％、增稠剂占总胶材重量的0.1‑1.5％，颜料占总胶材重量的0‑4％；

2)将面浆原料称量好后，放入搅拌机内干搅拌2min，称取14份的水加入搅拌机内混合

搅拌，先以30r/min的速度搅拌5min30s，浆体成塑态后，以120r/min的速度快速搅拌4min，

浆体成流态，再以10r/min的速度搅拌3min，搅拌完成后得到面浆保湿待用；

3)将步骤2中制备得到的面浆用阵列毛刷点涂在模板上，然后用高压喷枪将所述面浆

喷涂覆盖所述点涂的浆体上，厚度2‑10mm，经过振动，得到面层浆体，并保湿遮盖；

4)底浆原料的准备，

按重量称取水泥25‑45份、掺和料25‑45份、骨料25份；

减水剂占总胶材的0.3‑1.2％、彩色颜料占水泥的0‑10％、纤维占总体积掺量的0‑3％；

5)将所述底浆原料称量好后，放入搅拌机内干搅拌2min，称取11份的水加入搅拌机内

混合搅拌，先以30r/min的速度慢搅拌5min，浆体成塑态后，以80r/min的速度快速搅拌

2min，浆体成流态，再以10r/min的速度搅拌6min，得到底浆；

6)在得到步骤3所述的面层浆体30min后，将底层浆体浇注在面层浆体之上，总厚度为

10‑30mm；

7)在20℃条件下保温养护24小时后脱模，脱模后放入20℃养护室养护3d，再移到室外

成品养护。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石材料建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水泥为硅酸盐水泥、磷酸盐水泥、铝酸盐水泥、硫铝酸盐水泥中的一种或多种组

合。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石材料建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掺和料为粉煤灰、矿粉、高岭土、硅灰中的一种或多种组合。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石材料建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增稠剂为纤维素醚及其衍生物、淀粉、胶粉、聚氧化乙烯、聚丙烯酸钠、聚乙烯醇、

低分子聚乙烯蜡中的一种或多种组合。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石材料建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骨料为10‑120目石英砂，120‑800目的石英粉中的一种或多种组合。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石材料建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纤维为玻璃纤维、聚乙烯醇纤维、聚丙烯纤维、玄武岩纤维、金属纤维中的一种

或多种组合。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仿石材料建材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彩色颜料为无机氧化铁颜料、炭黑颜料、复合颜料、有机颜料中的一种或多种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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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仿石材料建材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材领域，特别涉及一种仿石材料建材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混凝土，是指由胶凝材料将骨料胶结成整体的工程复合材料的统称。通常讲的混

凝土一词是指用水泥作胶凝材料，砂、石作骨料；与水(可含外加剂和掺合料)按一定比例配

合，经搅拌而得的水泥混凝土，也称普通混凝土，它广泛应用于土木工程。

[0003]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除了对砖与板材的性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外，本领域技

术人员也将丰富和改变超高性能混凝土板材上图案和色彩作为新的研究方向。

[0004] 常规板材的花纹与图案相对于彩色打印机打印的图像而言，都过于简单，对画面

的精确度、重复性、与消费者参与的设计感都较差。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有必要提供一种仿石材料建材的制备方法，制备得到一种仿

石材的建材，综合性能好，可以广泛用于建筑领域。

[0006] 一种仿石材料建材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面浆原料的准备：

[0008] 按重量百分比称取以下原料：硅酸盐水泥25‑45份，掺和料5‑45份，骨料25份，减水

剂占总胶材重量的0.3‑1 .2％、增稠剂总胶材重量的0.1‑1 .5％，颜料占总胶材重量的0‑

4％；

[0009] 2)将面浆原料称量好后，放入搅拌机内干搅拌2min，称取14份的水加入搅拌机内

混合搅拌，先以30r/min的速度搅拌5min30s，浆体成塑态后，以120r/min的速度快速搅拌

4min，浆体成流态，再以10r/min的速度搅拌3min，搅拌完成后得到面浆保湿待用，所得面浆

扩展度(水泥净浆测试方法)160*160～～180*180之间；

[0010] 3)将步骤2中制备得到的面浆用阵列毛刷点涂在模板上，然后用高压喷枪将所述

面浆喷涂覆盖所述点涂的浆体上，厚度2‑10mm，经过振动，得到面层浆体，并保湿遮盖；

[0011] 4)底浆原料的准备，

[0012] 按重量称取水泥25‑45份、掺和料25‑45份、骨料25份；

[0013] 减水剂占总胶材的0.3‑1.2％、彩色颜料占水泥的0‑10％、纤维占总体积掺量的0‑

3％；

[0014] 5)将所述底浆原料称量好后，放入搅拌机内干搅拌2min，称取11份的水加入搅拌

机内混合搅拌，先以30r/min的速度慢搅拌5min，浆体成塑态后，以80r/min的速度快速搅拌

2min，浆体成流态，再以10r/min的速度搅拌6min，得到底浆，所得底浆扩展度(水泥净浆测

试方法)180*180～～230*230之间，

[0015] 6)在得到步骤3所述的面层浆体30min后，将底层浆体浇注在面层浆体之上，总厚

度为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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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7)在20℃条件下保温养护24小时后脱模，脱模后放入20℃养护室养护3d，再移到

室外成品养护。

[0017] 其中，所述水泥与所述掺和料的总和称为总胶材。

[0018] 其中，所述水泥为硅酸盐水泥、磷酸盐水泥、铝酸盐水泥、硫铝酸盐水泥中的一种

或多种组合。

[0019] 其中，所述掺和料为粉煤灰、矿粉、高岭土、硅灰中的一种或多种组合。

[0020] 其中，所述增稠剂为纤维素醚及其衍生物、淀粉、胶粉、聚氧化乙烯、聚丙烯酸钠、

聚乙烯醇、低分子聚乙烯蜡中的一种或多种组合

[0021] 其中，所述骨料为10‑120目石英砂，120‑800目的石英粉中的一种或多种组合。

[0022] 其中，所述的纤维为玻璃纤维、聚乙烯醇纤维、聚丙烯纤维、玄武岩纤维、金属纤维

中的一种或多种组合。

[0023] 其中，彩色颜料为无机氧化铁颜料、炭黑颜料、复合颜料、有机颜料中的一种或多

种组合。

[0024] 相较现有技术，本发明所述方法的制得的仿石材建材，其表面花纹仿石综合性能

好，得到的仿石材建材面浆层和底浆层不易分离，耐候性好。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一些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所述的仿石材建材的制备方法做进一步描

述。具体实施例为进一步详细说明本发明，非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6] 本发明中所称的总胶材指水泥、掺和料的总和。

[0027] 本发明所用的物质来源：

[0028] 聚羧酸减水剂：广州市中万新材料有限公司；

[0029] 胶粉：丙纶胶粉，南昌华特化工有限公司，货号为WJ‑880B；

[0030] 聚氧化乙烯：CAS号：68441‑17‑8；品牌：RYOJI型号：PEO120万

[0031] 聚丙烯酸钠：上海仟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货号：11034602，级别：工业级

[0032] 以下实施例按GB/T31387‑2015测试混凝土砖的28天抗压强度、抗折强度、吸水率

和容重。

[0033] 实施例1

[0034] 一种仿石材料建材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5] 1)面浆原料的准备：

[0036] 按重量比称取硅酸盐水泥25份、矿粉10份、一级粉煤灰10份、偏高岭土25份、石英

砂20份、石英粉5份；聚羧酸减水剂占总胶材掺量的0.8％、胶粉占总胶材掺量的0.5％、聚氧

化乙烯占总胶材掺量的0.6％、聚丙烯酸钠占总胶材掺量的0.3％、氧化铁黑颜料水泥掺量

的4％；

[0037] 2)将面浆原料称量好后，放入搅拌机内干搅拌2min，称取14份的水加入搅拌机内

混合搅拌，先以30r/min的速度搅拌5min30s，浆体成塑态后，以120r/min的速度快速搅拌

4min，浆体成流态，再以10r/min的速度搅拌3min，搅拌完成后得到面浆保湿待用；

[0038] 3)将步骤2中制备得到的面浆用阵列毛刷点涂在模板上，然后用高压喷枪将所述

面浆喷涂覆盖所述点涂的浆体上，厚度2.0mm，经过一定的振动，得到面层浆体，并保湿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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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

[0039] 4)底浆原料的准备，按重量比称取硅酸盐水泥30份、硅灰15份、矿粉10份、一级粉

煤灰15份、白色硅灰5份、石英砂20份、石英粉5份；聚羧酸减水剂占底浆总胶材重量的

1.3％，金属纤维占总体积掺量的2.0％，聚乙烯醇纤维占底浆总胶材重量的1.0％；

[0040] 5)将所述底浆原料称量好后，放入搅拌机内干搅拌2min，称取11份的水加入搅拌

机内混合搅拌，先以30r/min的速度慢搅拌5min，浆体成塑态后，以80r/min的速度快速搅拌

2min，浆体成流态，再以10r/min的速度搅拌6min，得到底浆；

[0041] 6)在得到步骤3所述的面层浆体30min后，将底层浆体浇注在面层浆体之上，总厚

度为30mm；

[0042] 7)在20℃条件下保温养护24小时后脱模，脱模后放入20℃养护室养护3d，再移到

室外成品养护。

[0043] 实施例2

[0044] 一种仿石材料建材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5] 1)面浆原料的准备：

[0046] 按重量比称取硅酸盐水泥45份、偏高岭土25份、石英砂20份、石英粉5份；聚羧酸减

水剂占总胶材掺量的0 .8％、胶粉占总胶材掺量的0 .5％、聚氧化乙烯占总胶材掺量的

0.6％、聚丙烯酸钠占总胶材掺量的0.3％、氧化铁黑颜料水泥掺量的4％；

[0047] 2)将面浆原料称量好后，放入搅拌机内干搅拌2min，称取14份的水加入搅拌机内

混合搅拌，先以30r/min的速度搅拌5min30s，浆体成塑态后，以120r/min的速度快速搅拌

4min，浆体成流态，再以10r/min的速度搅拌3min，搅拌完成后得到面浆保湿待用；

[0048] 3)将步骤2中制备得到的面浆用阵列毛刷点涂在模板上，然后用高压喷枪将所述

面浆喷涂覆盖所述点涂的浆体上，厚度2.0mm，经过一定的振动，得到面层浆体，并保湿遮

盖；

[0049] 4)底浆原料的准备，按重量比称取硅酸盐水泥25份、硅灰15份、矿粉10份、石英砂

20份、石英粉5份；聚羧酸减水剂占底浆总胶材重量的1.3％，金属纤维占总体积掺量的

2.0％，聚乙烯醇纤维占底浆总胶材重量的1.0％；

[0050] 5)将所述底浆原料称量好后，放入搅拌机内干搅拌2min，称取11份的水加入搅拌

机内混合搅拌，先以30r/min的速度慢搅拌5min，浆体成塑态后，以80r/min的速度快速搅拌

2min，浆体成流态，再以10r/min的速度搅拌6min，得到底浆；

[0051] 6)在得到步骤3所述的面层浆体30min后，将底层浆体浇注在面层浆体之上，总厚

度为30mm；

[0052] 7)在20℃条件下保温养护24小时后脱模，脱模后放入20℃养护室养护3d，再移到

室外成品养护。

[0053] 实施例3

[0054] 一种仿石材料建材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5] 1)面浆原料的准备：

[0056] 按重量比称取硅酸盐水泥25份、一级粉煤灰10份、偏高岭土25份、石英砂20份、石

英粉5份；聚羧酸减水剂占总胶材掺量的0.8％、胶粉占总胶材掺量的0.5％、聚氧化乙烯占

总胶材掺量的0.6％、聚丙烯酸钠占总胶材掺量的0.3％、氧化铁黑颜料水泥掺量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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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2)将面浆原料称量好后，放入搅拌机内干搅拌2min，称取14份的水加入搅拌机内

混合搅拌，先以30r/min的速度搅拌5min30s，浆体成塑态后，以120r/min的速度快速搅拌

4min，浆体成流态，再以10r/min的速度搅拌3min，搅拌完成后得到面浆保湿待用；

[0058] 3)将步骤2中制备得到的面浆用阵列毛刷点涂在模板上，然后用高压喷枪将所述

面浆喷涂覆盖所述点涂的浆体上，厚度2.0mm，经过一定的振动，得到面层浆体，并保湿遮

盖；

[0059] 4)底浆原料的准备，按重量比称取硅酸盐水泥45份、硅灰15份、矿粉10份、一级粉

煤灰15份、白色硅灰5份、石英砂20份、石英粉5份；聚羧酸减水剂占底浆总胶材重量的

1.3％，金属纤维占总体积掺量的2.0％，聚乙烯醇纤维占底浆总胶材重量的1.0％；

[0060] 5)将所述底浆原料称量好后，放入搅拌机内干搅拌2min，称取11份的水加入搅拌

机内混合搅拌，先以30r/min的速度慢搅拌5min，浆体成塑态后，以80r/min的速度快速搅拌

2min，浆体成流态，再以10r/min的速度搅拌6min，得到底浆；

[0061] 6)在得到步骤3所述的面层浆体30min后，将底层浆体浇注在面层浆体之上，总厚

度为30mm；

[0062] 7)在20℃条件下保温养护24小时后脱模，脱模后放入20℃养护室养护3d，再移到

室外成品养护。

[0063] 对比例1

[0064] 一种仿石材料建材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5] 1)面浆原料的准备：

[0066] 按重量比称取硅酸盐水泥25份、矿粉10份、一级粉煤灰10份、偏高岭土25份、石英

砂20份、石英粉5份；聚羧酸减水剂占总胶材掺量的0.8％、胶粉占总胶材掺量的0.5％、聚氧

化乙烯占总胶材掺量的0.6％、聚丙烯酸钠占总胶材掺量的0.3％、氧化铁黑颜料水泥掺量

的4％；

[0067] 2)将面浆原料称量好后，放入搅拌机内干搅拌2min，称取14份的水加入搅拌机内

混合搅拌，先以30r/min的速度慢搅拌5min30s，浆体成塑态后，以120r/min的速度快速搅拌

7min，浆体成流态，搅拌完成后得到面浆保湿待用；

[0068] 3)将步骤2中制备得到的面浆用阵列毛刷点涂在模板上，然后用高压喷枪将所述

面浆喷涂覆盖所述点涂的浆体上，厚度2.0mm，经过一定的振动，得到面层浆体，并保湿遮

盖；

[0069] 4)底浆原料的准备，按重量比称取硅酸盐水泥30份、硅灰15份、矿粉10份、一级粉

煤灰15份、白色硅灰5份、石英砂20份、石英粉5份；聚羧酸减水剂占底浆总胶材重量的

1.3％，金属纤维占总体积掺量的2.0％，聚乙烯醇纤维占底浆总胶材重量的1.0％；

[0070] 5)将所述底浆原料称量好后，放入搅拌机内干搅拌2min，称取11份的水加入搅拌

机内混合搅拌，先以30r/min的速度慢搅拌5min，浆体成塑态后，以80r/min的速度快速搅拌

8min，浆体成流态，得到底浆；

[0071] 6)在得到步骤3所述的面层浆体30min后，将底层浆体浇注在面层浆体之上，总厚

度为30mm；

[0072] 7)在20℃条件下保温养护24小时后脱模，脱模后放入20℃养护室养护3d，再移到

室外成品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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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3] 对比例2

[0074] 一种仿石材料建材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5] 1)面浆原料的准备：

[0076] 按重量比称取硅酸盐水泥45份、偏高岭土25份、石英砂20份、石英粉5份；聚羧酸减

水剂占总胶材掺量的0 .8％、胶粉占总胶材掺量的0 .5％、聚氧化乙烯占总胶材掺量的

0.6％、聚丙烯酸钠占总胶材掺量的0.3％、氧化铁黑颜料水泥掺量的4％；

[0077] 2)将面浆原料称量好后，放入搅拌机内干搅拌4min，称取14份的水加入搅拌机内

混合搅拌，先以30r/min的速度搅拌5min30s，浆体成塑态后，以120r/min的速度快速搅拌

4min，浆体成流态，再以10r/min的速度搅拌3min，搅拌完成后得到面浆保湿待用；

[0078] 3)将步骤2中制备得到的面浆用阵列毛刷点涂在模板上，然后用高压喷枪将所述

面浆喷涂覆盖所述点涂的浆体上，厚度2.0mm，经过一定的振动，得到面层浆体，并保湿遮

盖；

[0079] 4)底浆原料的准备，按重量比称取硅酸盐水泥25份、硅灰15份、矿粉10份、石英砂

20份、石英粉5份；聚羧酸减水剂占底浆总胶材重量的1.3％，金属纤维占总体积掺量的

2.0％，聚乙烯醇纤维占底浆总胶材重量的1.0％；

[0080] 5)将所述底浆原料称量好后，放入搅拌机内干搅拌4min，称取11份的水加入搅拌

机内混合搅拌，先以30r/min的速度慢搅拌5min，浆体成塑态后，以80r/min的速度快速搅拌

2min，浆体成流态，再以10r/min的速度搅拌6min，得到底浆；

[0081] 6)在得到步骤3所述的面层浆体50min后，将底层浆体浇注在面层浆体之上，总厚

度为30mm；

[0082] 7)在20℃条件下保温养护24小时后脱模，脱模后放入20℃养护室养护3d，再移到

室外成品养护。

[0083] 对比例3

[0084] 一种仿石材料建材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85] 1)面浆原料的准备：

[0086] 按重量比称取硅酸盐水泥25份、一级粉煤灰10份、偏高岭土25份、石英砂20份、石

英粉5份；聚羧酸减水剂占总胶材掺量的0.8％、胶粉占总胶材掺量的0.5％、聚氧化乙烯占

总胶材掺量的0.6％、聚丙烯酸钠占总胶材掺量的0.3％、氧化铁黑颜料水泥掺量的4％；

[0087] 2)将面浆原料称量好后，放入搅拌机内干搅拌2min，称取14份的水加入搅拌机内

混合搅拌，先以30r/min的速度搅拌5min30s，浆体成塑态后，再以10r/min的速度搅拌7min，

搅拌完成后得到面浆保湿待用；

[0088] 3)将步骤2中制备得到的面浆用阵列毛刷点涂在模板上，然后用高压喷枪将所述

面浆喷涂覆盖所述点涂的浆体上，厚度2.0mm，经过一定的振动，得到面层浆体，并保湿遮

盖；

[0089] 4)底浆原料的准备，按重量比称取硅酸盐水泥45份、硅灰15份、矿粉10份、一级粉

煤灰15份、白色硅灰5份、石英砂20份、石英粉5份；聚羧酸减水剂占底浆总胶材重量的

1.3％，金属纤维占总体积掺量的2.0％，聚乙烯醇纤维占底浆总胶材重量的1.0％；

[0090] 5)将所述底浆原料称量好后，放入搅拌机内干搅拌2min，称取11份的水加入搅拌

机内混合搅拌，先以30r/min的速度慢搅拌5min，浆体成塑态后，再以10r/min的速度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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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in，得到底浆；

[0091] 6)在得到步骤3所述的面层浆体10min后，将底层浆体浇注在面层浆体之上，总厚

度为30mm；

[0092] 7)在20℃条件下保温养护24小时后脱模，脱模后放入20℃养护室养护3d，再移到

室外成品养护。

[0093] 将实施例1、2、3与对比例1、2、3所得的混凝土砖按GB/T31387‑2015测试混凝土砖

的28天抗压强度、抗折强度和吸水率，测试结果列于下表中，测试仿石材建材的莫氏硬度并

列于下表中。

[0094] 将实施例与对比例所得的仿石材建材，置于室外进行耐候性实验，1个月后观察混

凝土砖的情况，记录面浆层与底浆层是否分离，列于下表中。

[0095]

[009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发

明说明书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技术领

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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