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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新型仿木类家具及其制

备方法，属于仿木类家具技术领域。该仿木类家

具由面料和中料组成，经蒸养成型获得产品；所

述面料为无机胶凝材料、天然彩砂、色粉、短纤

维、超塑化剂、缓凝剂、钛白粉、负氧离子、细锯末

料或水中的多种原料的混合物，所述中料为无机

胶凝材料、超塑化剂、负氧离子、聚苯颗粒、粗锯

末料、缓凝剂或水中的多种原料的混合物。本发

明采用胶凝材料、天然彩砂、色粉等多种色系搭

配工艺，制作出类似硅化、梨花木、红檀木等木纹

效果的家具，具有观赏性与实用性，天然真实的

自然色泽，形象逼真，不易褪色、变色，耐候性好，

不易脱落、开裂，保质期长，可节约大量木材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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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仿木类家具，其特征在于，由面料和中料组成，所述面料为无机胶凝材料、

天然彩砂、色粉、短纤维、超塑化剂、缓凝剂、钛白粉、负氧离子、细锯末料或水中的多种原料

的混合物，所述中料为无机胶凝材料、超塑化剂、负氧离子、聚苯颗粒、粗锯末料、缓凝剂或

水中的多种原料的混合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新型仿木类家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无机胶凝材料为硫铝酸盐水

泥；所述色粉为氧化铁黄、氧化铁红、氧化铁黑或氧化铁绿中的任一种；所述短纤维为聚丙

烯纤维。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新型仿木类家具，其特征在于，所述面料由无机胶凝材料

43％-47％、天然彩砂37.1％-41 .1％、色粉1.6％-2 .6％、短纤维0.1％-0 .2％、超塑化剂

1.3％-1.4％、缓凝剂0.08％-0.12％、钛白粉0.008％-0.012％、负氧离子0.35％-0.41％和

水11％-12％组成，所述天然彩砂的粒径为20-40目或80-120目；所述中料由无机胶凝材料

73.4％-77.5％、超塑化剂2.18％-2.35％、负氧离子0.28％-0.45％、水18.8％-20.22％和

聚苯颗粒2.48％-2.69％组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新型仿木类家具，其特征在于，所述面料由无机胶凝材料

43％-47％、天然彩砂37.1％-41 .1％、色粉1.6％-2 .6％、短纤维0.1％-0 .2％、超塑化剂

1.3％-1.4％、缓凝剂0.08％-0.12％、钛白粉0.008％-0.012％、负氧离子0.35％-0.41％和

水11％-12％组成，所述天然彩砂的粒径为20-40目或80-120目；所述中料由无机胶凝材料

66.88％-70 .64％、超塑化剂1.97％-2.23％、粗锯末料9.38％-10 .41％、缓凝剂0.14％-

0.19％、负氧离子0.62％-0.73％和水18.8％-20.22％组成，所述粗锯末料的粒径为10-60

目。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新型仿木类家具，其特征在于，所述面料由无机胶凝材料

70％-74％、细锯末料2.3％-2 .7％、短纤维0.23％-0 .27％、色粉3％-3 .4％、超塑化剂

2.12％-2.2％、缓凝剂0.15％-0.19％、负氧离子0.7％-0.75％和水18.75％-18.79％组成；

所述细锯末料的粒径为60-100目；所述中料由无机胶凝材料73 .4％-77 .5％、超塑化剂

2.18％-2.35％、负氧离子0.28％-0.45％、水18.8％-20.22％和聚苯颗粒2.48％-2.69％组

成。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新型仿木类家具，其特征在于，所述面料由无机胶凝材料

70％-74％、细锯末料2.3％-2 .7％、短纤维0.23％-0 .27％、色粉3％-3 .4％、超塑化剂

2.12％-2.2％、缓凝剂0.15％-0.19％、负氧离子0.7％-0.75％和水18.75％-18.79％组成，

所述细锯末料的粒径为60-100目；所述中料由无机胶凝材料66.88％-70.64％、超塑化剂

1.97％-2 .23％、粗锯末料9.38％-10 .41％、缓凝剂0.14％-0 .19％、负氧离子0.62％-

0.73％和水18.8％-20.22％组成；所述粗锯末料的粒径为10-60目。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新型仿木类家具，其特征在于，所述面料由无机胶凝材料

70.4％-72.5％、细锯末料3.35％-3.72％、短纤维0.22％-0.27％、色粉3.04％-3.25％、超

塑化剂2.1％-2 .18％、缓凝剂0 .14％-0 .21％、负氧离子0.69％-0 .75％和水18 .1％-

18.85％组成，所述细锯末料的粒径为60-100目；所述中料由无机胶凝材料73.4％-77.5％、

超塑化剂2.18％-2.35％、负氧离子0.28％-0.45％、水18.8％-20.22％和聚苯颗粒2.48％-

2.69％组成。

8.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新型仿木类家具，其特征在于，所述面料由无机胶凝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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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72.5％、细锯末料3.35％-3.72％、短纤维0.22％-0.27％、色粉3.04％-3.25％、超

塑化剂2.1％-2 .18％、缓凝剂0 .14％-0 .21％、负氧离子0.69％-0 .75％和水18 .1％-

18 .85％组成；所述细锯末料的粒径为60-100目；所述中料由无机胶凝材料66 .88％-

70.64％、超塑化剂1.97％-2.23％、粗锯末料9.38％-10.41％、缓凝剂0.14％-0.19％、负氧

离子0.62％-0.73％和水18.8％-20.22％组成，所述粗锯末料的粒径为10-60目。

9.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新型仿木类家具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所述面料和中料

铺装入模具中，然后进行一次养护；一次养护结束后脱离模具，进行二次养护，最终得到仿

木类家具；所述一次养护是在25-30℃下养护24h，湿度≥85％；二次养护是在25-30℃下养

护48h，湿度≥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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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仿木类家具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仿木类家具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新型仿木类家具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中国家具行业的发展，提高了现在的人对家具的审美观和性能环保的追求，

抓住以上两点的核心进行家具行业的竞争及研究，目前市场上拥有的家具材料分别为复合

板和实木板，复合板的缺点为有机胶粘和成型，释放甲醛对人体有害，而实木大板属于再生

资源，价格相对要高，而且花色不可控。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新型仿木类家具，采用天然彩砂和色粉搭配

各种色彩，具有天然真实的自然色泽，形象逼真，不易褪色、变色，不易脱落、开裂，保质期

长，可节约大量木材资源。本发明要解决的另一个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新型仿木类家具的

制备方法，将原料铺装完后进行蒸养，直到凝固为止，制备方法简单，产品尺寸可根据需要

定制，重复性好；能一次成型结构复杂的制品；表面光洁，无需二次修饰。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新型仿木类家具，由面料和中料组成，所述面料为无机胶凝材料、天然彩砂、

色粉、短纤维、超塑化剂、缓凝剂、钛白粉、负氧离子、细锯末料或水中的多种原料的混合物，

所述中料为无机胶凝材料、超塑化剂、负氧离子、聚苯颗粒、粗锯末料、缓凝剂或水的中多种

原料的混合物。

[0006] 所述新型仿木类家具，所述无机胶凝材料为硫铝酸盐水泥；所述色粉为氧化铁黄、

氧化铁红、氧化铁黑或氧化铁绿中的任一种；所述短纤维为聚丙烯纤维。

[0007] 所述新型仿木类家具，所述面料由无机胶凝材料43％-47％、天然彩砂37 .1％-

41 .1％、色粉1.6％-2 .6％、短纤维0.1％-0 .2％、超塑化剂1.3％-1 .4％、缓凝剂0.08％-

0.12％、钛白粉0.008％-0.012％、负氧离子0.35％-0.41％和水11％-12％组成，所述天然

彩砂的粒径为20-40目或80-120目，以上百分数均是指该原料用量占面料总质量的百分比；

所述中料由无机胶凝材料73 .4％-77 .5％、超塑化剂2.18％-2 .35％、负氧离子0.28％-

0.45％、水18.8％-20.22％和聚苯颗粒2.48％-2.69％组成，以上百分数均是指该原料的用

量占中料总质量的百分比。

[0008] 所述新型仿木类家具，所述面料由无机胶凝材料43％-47％、天然彩砂37 .1％-

41 .1％、色粉1.6％-2 .6％、短纤维0.1％-0 .2％、超塑化剂1.3％-1 .4％、缓凝剂0.08％-

0.12％、钛白粉0.008％-0.012％、负氧离子0.35％-0.41％和水11％-12％组成，所述天然

彩砂的粒径为20-40目或80-120目，以上百分数均是指该原料用量占面料总质量的百分比；

所述中料由无机胶凝材料66.88％-70.64％、超塑化剂1.97％-2.23％、粗锯末料9.38％-

10.41％、缓凝剂0.14％-0.19％、负氧离子0.62％-0.73％和水18.8％-20.22％组成，所述

粗锯末料的粒径为10-60目，以上百分数均是指该原料的用量占中料总质量的百分比。

说　明　书 1/4 页

4

CN 111470826 A

4



[0009] 所述新型仿木类家具，所述面料由无机胶凝材料70％-74％、细锯末料2.3％-

2 .7％、短纤维0.23％-0 .27％、色粉3％-3 .4％、超塑化剂2.12％-2 .2％、缓凝剂0.15％-

0.19％、负氧离子0.7％-0.75％和水18.75％-18.79％组成，所述细锯末料的粒径为60-100

目，以上百分数均是指该原料用量占面料总质量的百分比；所述中料由无机胶凝材料

73.4％-77.5％、超塑化剂2.18％-2.35％、负氧离子0.28％-0.45％、水18.8％-20.22％和

聚苯颗粒2.48％-2.69％组成，以上百分数均是指该原料的用量占中料总质量的百分比。

[0010] 所述新型仿木类家具，所述面料由无机胶凝材料70％-74％、细锯末料2.3％-

2 .7％、短纤维0.23％-0 .27％、色粉3％-3 .4％、超塑化剂2.12％-2 .2％、缓凝剂0.15％-

0.19％、负氧离子0.7％-0.75％和水18.75％-18.79％组成，所述细锯末料的粒径为60-100

目，以上百分数均是指该原料用量占面料总质量的百分比；所述中料由无机胶凝材料

66.88％-70 .64％、超塑化剂1.97％-2.23％、粗锯末料9.38％-10 .41％、缓凝剂0.14％-

0.19％、负氧离子0.62％-0.73％和水18.8％-20.22％组成；所述粗锯末料的粒径为10-60

目，以上百分数均是指该原料的用量占中料总质量的百分比。

[0011] 所述新型仿木类家具，所述面料由无机胶凝材料70 .4％-72 .5％、细锯末料

3.35％-3.72％、短纤维0.22％-0.27％、色粉3.04％-3.25％、超塑化剂2.1％-2.18％、缓凝

剂0.14％-0.21％、负氧离子0.69％-0.75％和水18.1％-18.85％组成，所述细锯末料的粒

径为60-100目，以上百分数均是指该原料用量占面料总质量的百分比；所述中料由无机胶

凝材料73.4％-77 .5％、超塑化剂2.18％-2 .35％、负氧离子0.28％-0 .45％、水18.8％-

20.22％和聚苯颗粒2.48％-2.69％组成，以上百分数均是指该原料的用量占中料总质量的

百分比。

[0012] 所述新型仿木类家具，所述面料由无机胶凝材料70 .4％-72 .5％、细锯末料

3.35％-3.72％、短纤维0.22％-0.27％、色粉3.04％-3.25％、超塑化剂2.1％-2.18％、缓凝

剂0.14％-0.21％、负氧离子0.69％-0.75％和水18.1％-18.85％组成，所述细锯末料的粒

径为60-100目，以上百分数均是指该原料用量占面料总质量的百分比；所述中料由无机胶

凝材料66.88％-70 .64％、超塑化剂1.97％-2 .23％、粗锯末料9.38％-10 .41％、缓凝剂

0.14％-0.19％、负氧离子0.62％-0.73％和水18.8％-20.22％组成，所述粗锯末料的粒径

为10-60目，以上百分数均是指该原料的用量占中料总质量的百分比。

[0013] 上述新型仿木类家具的制备方法，将所述面料和中料铺装入模具中，然后进行一

次养护；一次养护结束后脱离模具，进行二次养护，最终得到仿木类家具；所述一次养护是

在25-30℃下养护24h，湿度≥85％；二次养护是在25-30℃下养护48h，湿度≥85％。

[0014] 有益效果：与现有的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包括：

[0015] (1)本发明采用胶凝材料、天然彩砂、色粉等多种色系搭配工艺，制作出类似硅化、

梨花木、红檀木等木纹效果的家具，具有观赏性与实用性，天然真实的自然色泽，形象逼真，

不易褪色、变色，耐候性好，不易脱落、开裂，保质期长，可节约大量木材资源。

[0016] (2)本发明为了保证色彩的多样化，面料采用了三种色彩系列形成组合色彩，也可

以通过更换色粉增加或减少颜色的种类，中料主要作为填充使用，将原料铺装完后进行蒸

养，直到凝固为止，产品尺寸可根据需要定制，重复性好；能一次成型结构复杂的制品；表面

光洁，无需二次修饰。

[0017] (3)本发明产品生产用原料为无机胶凝材料，性能上不存在甲醛，外观效果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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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了家具材料的缺点。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实施例1制备得到产品一的外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

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详细的说明。

[0020] 实施例1

[0021] 一种新型仿木类家具，由面料和中料组成，面料由硫铝酸盐水泥45％、天然彩砂

(粒径为20-40目)39.4％、氧化铁黄2.1％、聚丙烯纤维0.15％、超塑化剂1.35％、缓凝剂

0.10％、钛白粉0.010％、负氧离子0.39％和水11.5％组成，以上百分数均是指该原料的用

量占面料总质量的百分比；中料由无机胶凝材料75 .3％、超塑化剂2 .26％、负氧离子

0.35％、水19.50％和聚苯颗粒2.59％组成，以上百分数均是指该原料的用量占中料总质量

的百分比；将上述面料和中料铺装入模具中，然后进行一次养护，一次养护结束后脱离模具

进行二次养护，最后得到产品一；一次养护是在30℃养护24h，湿度为90％；二次养护是在25

℃下养护48h，湿度为90％。

[0022] 实施例2

[0023] 一种新型仿木类家具，由面料和中料组成，面料由硫铝酸盐水泥45％、天然彩砂

(粒径为80-120目)39.4％、氧化铁黄2.1％、聚丙烯纤维0.15％、超塑化剂1.35％、缓凝剂

0.10％、钛白粉0.010％、负氧离子0.39％和水11.5％组成，以上百分数均是指该原料的用

量占面料总质量的百分比；中料由硫铝酸盐水泥67.71％、超塑化剂2.09％、粗锯末料(粒径

为10-60目)9.89％、缓凝剂0.16％、负氧离子0.67％和水19.48％组成，以上百分数均是指

该原料的用量占中料总质量的百分比；将上述面料和中料铺装入模具中，然后进行一次养

护，一次养护结束后脱离模具进行二次养护，最后得到产品二；一次养护是在30℃养护24h，

湿度为85％；二次养护是在25℃下养护48h，湿度为90％。

[0024] 实施例3

[0025] 一种新型仿木类家具，由面料和中料组成，面料由硫铝酸盐水泥72.22％、细锯末

料(粒径为60-100目)2.5％、聚丙烯纤维0.25％、氧化铁红3.2％、超塑化剂2.16％、缓凝剂

0.17％、负氧离子0.73％和水18.77％组成，以上百分数均是指该原料的用量占面料总质量

的百分比；中料由硫铝酸盐水泥75.3％、超塑化剂2.26％、负氧离子0.35％、水19.50％和聚

苯颗粒2.59％组成，以上百分数均是指该原料的用量占中料总质量的百分比；将上述面料

和中料铺装入模具中，然后进行一次养护，一次养护结束后脱离模具进行二次养护，最后得

到产品三；一次养护是在26℃养护24h，湿度为90％；；二次养护是在30℃下养护48h，湿度为

88％。

[0026] 实施例4

[0027] 一种新型仿木类家具，由面料和中料组成，面料由硫铝酸盐水泥72.22％、细锯末

料(粒径为60-100目)2.5％、聚丙烯纤维0.25％、氧化铁黑3.2％、超塑化剂2.16％、缓凝剂

0.17％、负氧离子0.73％和水18.77％组成，以上百分数均是指该原料的用量占面料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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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分比；中料由硫铝酸盐水泥67 .71％、超塑化剂2.09％、粗锯末料(粒径为10-60目)

9.89％、缓凝剂0.16％、负氧离子0.67％和水19.48％组成，以上百分数均是指该原料的用

量占中料总质量的百分比；将上述面料和中料铺装入模具中，然后进行一次养护，一次养护

结束后脱离模具进行二次养护，最后得到产品四；一次养护是在28℃养护24h，湿度为89％；

二次养护是在25℃下养护48h，湿度为85％。

[0028] 实施例5

[0029] 一种新型仿木类家具，由面料和中料组成，面料由硫铝酸盐水泥71.5％；细锯末料

(粒径为60-100目)3.55％；聚丙烯纤维0.25％；氧化铁绿3.16％；超塑化剂2.14％；缓凝剂

0.18％；负氧离子0.72％；水18.50％组成，以上百分数均是指该原料的用量占面料总质量

的百分比；中料由硫铝酸盐水泥75.3％、超塑化剂2.26％、负氧离子0.35％、水19.50％和聚

苯颗粒2.59％组成，以上百分数均是指该原料的用量占中料总质量的百分比；将上述面料

和中料铺装入模具中，然后进行一次养护，一次养护结束后脱离模具进行二次养护，最后得

到产品五；一次养护是在30℃养护24h，湿度为85％；二次养护是在25℃下养护48h，湿度为

90％。

[0030] 实施例6

[0031] 一种新型仿木类家具，由面料和中料组成，面料由硫铝酸盐水泥71.5％；细锯末料

(粒径为60-100目)3.55％；聚丙烯纤维0.25％；氧化铁红3.16％；超塑化剂2.14％；缓凝剂

0.18％；负氧离子0.72％；水18.50％组成，以上百分数均是指该原料的用量占面料总质量

的百分比；中料由硫铝酸盐水泥67 .71％、超塑化剂2.09％、粗锯末料(粒径为10-60目)

9.89％、缓凝剂0.16％、负氧离子0.67％和水19.48％组成，以上百分数均是指该原料的用

量占中料总质量的百分比；将上述面料和中料铺装入模具中，然后进行一次养护，一次养护

结束后脱离模具进行二次养护，最后得到产品六；一次养护是在26℃养护24h，湿度为90％；

二次养护是在30℃下养护48h，湿度为88％。

[0032] 采用以上原料制备得到的产品一～六，这些仿木类产品均具有天然真实的自然色

泽，形象逼真，不易褪色、变色，耐候性好，不易脱落、开裂，保质期长，可节约大量木材资源。

产品尺寸可根据客户的需要定制，重复性好；能一次成型结构复杂的制品；表面光洁，无需

二次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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