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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建筑结构一体化保温墙

板的生产工艺，经过混凝土的配制、钢筋网的制

备、制模、埋件安装、一次浇筑振捣、再加工、二次

浇筑振捣、后处理、质检和室外养护步骤，完成建

筑结构一体化保温墙板的生产工艺；本发明采用

聚苯板的安装，用作墙板的保温层，有效实现了

保温的功效，同时，还提高了抗压强度；与此同

时，本发明还实现了双面双层的钢筋网、聚苯板

的安装，有效提高了整体的抗压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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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建筑结构一体化保温墙板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经过混凝土的配制、钢筋网

的制备、制模、埋件安装、一次浇筑振捣、再加工、二次浇筑振捣、后处理、质检和室外养护步

骤，完成建筑结构一体化保温墙板的生产工艺；具体步骤如下：

(1)混凝土的配制：将水泥、砂子、碎石、水、减水剂和复合细粉进行混合，搅拌，完成混

凝土的配制；

(2)钢筋网的制备：将钢筋经调直、去屑、压断工艺，形成钢筋条，组装成钢筋网，将钢筋

网的连接点密封焊接，完成钢筋网的制备；

(3)制模：对模台进行清理，喷涂脱模剂，根据计算得到的数据进行划线，将边模安装完

成，形成模具，然后将钢筋网放置模具中，进行钢筋网的安装；

(4)埋件安装：将埋件安装在钢筋网的上端部，完成埋件的安装；

(5)一次浇筑振捣：将配制后的混凝土浇筑在模具内，进行振捣密实；

(6)再加工：再次进行边模的安装，依次将聚苯板、钢筋弯和埋件安装在模具内；

(7)二次浇筑振捣：将配制后的混凝土浇筑在模具内，进行二次振捣密实；

(8)后处理：将浇筑后的混凝土，进行刮平拉毛，然后人工采用抹子将混凝土的表面抹

平，最后将混凝土表面进行压光，蒸汽养护，拆模、翻转后再重复步骤(3)、步骤(4)、步骤

(5)、步骤(6)、步骤(7)和步骤(8)的工艺，完成另一面的制备；

(9)质检：将双面制备完成后的产品进行外表面的检查，如果合格，则进行清理，进入下

一工序；如果不合格，则返回修补；

(10)室外养护：将质检合格的产品覆膜进行室外养护，即完成了一体化保温墙板的生

产工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结构一体化保温墙板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1)中水泥的添加量为200-300质量份，砂子的添加量为120-150质量份，碎石的添加量

为500-700质量份，水的添加量为400-520质量份，减水剂的添加量为1-4份，复合细粉的添

加量为12-16质量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结构一体化保温墙板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1)中复合细粉由硅粉和炉石粉组成，所述硅粉与炉石粉的混合比为2:1，所述搅拌速

度为30-40r/min，所述搅拌时间为10-14min。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结构一体化保温墙板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3)中的脱模剂选用水性脱模剂。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结构一体化保温墙板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8)中的蒸汽养护的温度为60-80摄氏度，养护时间为12-16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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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结构一体化保温墙板的生产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建筑结构一体化保温墙板的生产工

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房地产、建筑市场的发展，建筑工程现场施工质量难于控制、技术工人日渐缺

乏、工期长、成本高等等的弊端越来越显现出来，建筑产业化、工业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同

时，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能源需求快速增长，能源面临的形式十分严峻，“节能优先”成为

能源发展的战略决策，因此在各个领域大力推广节能技术，在建筑领域推行强制性建筑节

能标准。

[0003] 现有的建筑外围护填充墙及其保温系统主要做法是：在钢筋混凝土结构完成后，

砌筑填充墙体，两面抹灰，然后再在外侧粘贴保温层；还有一种是在钢筋混凝土结构完成

后，砌筑填充保温砌块，然后再两面抹灰，保温效果查，抗压强度低。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保温效果佳、抗压强度高、制备工艺简单的建筑结构

一体化保温墙板的生产工艺。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建筑结构一体化保温墙板的生

产工艺，经过混凝土的配制、钢筋网的制备、制模、埋件安装、一次浇筑振捣、再加工、二次浇

筑振捣、后处理、质检和室外养护步骤，完成建筑结构一体化保温墙板的生产工艺；具体步

骤如下：

[0006] (1)混凝土的配制：将水泥、砂子、碎石、水、减水剂和复合细粉进行混合，搅拌，完

成混凝土的配制；

[0007] (2)钢筋网的制备：将钢筋经调直、去屑、压断工艺，形成钢筋条，组装成钢筋网，将

钢筋网的连接点密封焊接，完成钢筋网的制备；

[0008] (3)制模：对模台进行清理，喷涂脱模剂，根据计算得到的数据进行划线，将边模安

装完成，形成模具，然后将钢筋网放置模具中，进行钢筋网的安装；

[0009] (4)埋件安装：将埋件安装在钢筋网的上端部，完成埋件的安装；

[0010] (5)一次浇筑振捣：将配制后的混凝土浇筑在模具内，进行振捣密实；

[0011] (6)再加工：再次进行边模的安装，依次将聚苯板、钢筋弯和埋件安装在模具内；

[0012] (7)二次浇筑振捣：将配制后的混凝土浇筑在模具内，进行二次振捣密实；

[0013] (8)后处理：将浇筑后的混凝土，进行刮平拉毛，然后人工采用抹子将混凝土的表

面抹平，最后将混凝土表面进行压光，蒸汽养护，拆模、翻转后再重复步骤(3)、步骤(4)、步

骤(5)、步骤(6)、步骤(7)和步骤(8)的工艺，完成另一面的制备；

[0014] (9)质检：将双面制备完成后的产品进行外表面的检查，如果合格，则进行清理，进

入下一工序；如果不合格，则返回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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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10)室外养护：将质检合格的产品覆膜进行室外养护，即完成了一体化保温墙板

的生产工艺。

[0016]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1)中水泥的添加量为200-300质量份，砂子的添加量为120-

150质量份，碎石的添加量为500-700质量份，水的添加量为400-520质量份，减水剂的添加

量为1-4份，复合细粉的添加量为12-16质量份。

[0017]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1)中复合细粉由硅粉和炉石粉组成，所述硅粉与炉石粉的混

合比为2:1，所述搅拌速度为30-40r/min，所述搅拌时间为10-14min。

[0018]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3)中的脱模剂选用水性脱模剂。

[0019]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8)中的蒸汽养护的温度为60-80摄氏度，养护时间为12-16小

时。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采用聚苯板的安装，用作墙板的保

温层，有效实现了保温的功效，同时，还提高了抗压强度；与此同时，本发明还实现了双面双

层的钢筋网、聚苯板的安装，有效提高了整体的抗压强度。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生产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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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3] 实施例1

[0024] 一种建筑结构一体化保温墙板的生产工艺，经过混凝土的配制、钢筋网的制备、制

模、埋件安装、一次浇筑振捣、再加工、二次浇筑振捣、后处理、质检和室外养护步骤，完成建

筑结构一体化保温墙板的生产工艺；具体步骤如下：

[0025] (1)混凝土的配制：将水泥、砂子、碎石、水、减水剂和复合细粉进行混合，搅拌，完

成混凝土的配制；

[0026] 水泥的添加量为200质量份，砂子的添加量为120质量份，碎石的添加量为500质量

份，水的添加量为400质量份，减水剂的添加量为1份，复合细粉的添加量为12质量份。

[0027] 复合细粉由硅粉和炉石粉组成，硅粉与炉石粉的混合比为2:1，搅拌速度为30r/

min，搅拌时间为10min。

[0028] (2)钢筋网的制备：将钢筋经调直、去屑、压断工艺，形成钢筋条，组装成钢筋网，将

钢筋网的连接点密封焊接，完成钢筋网的制备；

[0029] (3)制模：对模台进行清理，喷涂脱模剂，根据计算得到的数据进行划线，将边模安

装完成，形成模具，然后将钢筋网放置模具中，进行钢筋网的安装；脱模剂选用水性脱模剂。

[0030] (4)埋件安装：将埋件安装在钢筋网的上端部，完成埋件的安装；

[0031] (5)一次浇筑振捣：将配制后的混凝土浇筑在模具内，进行振捣密实；

[0032] (6)再加工：再次进行边模的安装，依次将聚苯板、钢筋弯和埋件安装在模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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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7)二次浇筑振捣：将配制后的混凝土浇筑在模具内，进行二次振捣密实；(8)后处

理：将浇筑后的混凝土，进行刮平拉毛，然后人工采用抹子将混凝土的表面抹平，最后将混

凝土表面进行压光，蒸汽养护，拆模、翻转后再重复步骤(3)、步骤(4)、步骤(5)、步骤(6)、步

骤(7)和步骤(8)的工艺，完成另一面的制备；蒸汽养护的温度为60摄氏度，养护时间为12小

时。

[0034] (9)质检：将双面制备完成后的产品进行外表面的检查，如果合格，则进行清理，进

入下一工序；如果不合格，则返回修补；

[0035] (10)室外养护：将质检合格的产品覆膜进行室外养护，即完成了一体化保温墙板

的生产工艺。

[0036] 实施例2

[0037] 一种建筑结构一体化保温墙板的生产工艺，经过混凝土的配制、钢筋网的制备、制

模、埋件安装、一次浇筑振捣、再加工、二次浇筑振捣、后处理、质检和室外养护步骤，完成建

筑结构一体化保温墙板的生产工艺；具体步骤如下：

[0038] (a)混凝土的配制：将水泥、砂子、碎石、水、减水剂和复合细粉进行混合，搅拌，完

成混凝土的配制；

[0039] 水泥的添加量为300质量份，砂子的添加量为150质量份，碎石的添加量为700质量

份，水的添加量为520质量份，减水剂的添加量为4份，复合细粉的添加量为16质量份。

[0040] 复合细粉由硅粉和炉石粉组成，硅粉与炉石粉的混合比为2:1，搅拌速度为40r/

min，搅拌时间为14min。

[0041] (b)钢筋网的制备：将钢筋经调直、去屑、压断工艺，形成钢筋条，组装成钢筋网，将

钢筋网的连接点密封焊接，完成钢筋网的制备；

[0042] (c)制模：对模台进行清理，喷涂脱模剂，根据计算得到的数据进行划线，将边模安

装完成，形成模具，然后将钢筋网放置模具中，进行钢筋网的安装；脱模剂选用水性脱模剂。

[0043] (d)埋件安装：将埋件安装在钢筋网的上端部，完成埋件的安装；

[0044] (e)一次浇筑振捣：将配制后的混凝土浇筑在模具内，进行振捣密实；

[0045] (f)再加工：再次进行边模的安装，依次将聚苯板、钢筋弯和埋件安装在模具内；

[0046] (g)二次浇筑振捣：将配制后的混凝土浇筑在模具内，进行二次振捣密实；

[0047] (h)后处理：将浇筑后的混凝土，进行刮平拉毛，然后人工采用抹子将混凝土的表

面抹平，最后将混凝土表面进行压光，蒸汽养护，拆模、翻转后再重复步骤(c)、步骤(d)、步

骤(e)、步骤(f)、步骤(g)和步骤(h)的工艺，完成另一面的制备；蒸汽养护的温度为80摄氏

度，养护时间为16小时。

[0048] (i)质检：将双面制备完成后的产品进行外表面的检查，如果合格，则进行清理，进

入下一工序；如果不合格，则返回修补；

[0049] (j)室外养护：将质检合格的产品覆膜进行室外养护，即完成了一体化保温墙板的

生产工艺。

[0050] 实施例3

[0051] 一种建筑结构一体化保温墙板的生产工艺，经过混凝土的配制、钢筋网的制备、制

模、埋件安装、一次浇筑振捣、再加工、二次浇筑振捣、后处理、质检和室外养护步骤，完成建

筑结构一体化保温墙板的生产工艺；具体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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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A)混凝土的配制：将水泥、砂子、碎石、水、减水剂和复合细粉进行混合，搅拌，完

成混凝土的配制；

[0053] 水泥的添加量为250质量份，砂子的添加量为130质量份，碎石的添加量为600质量

份，水的添加量为460质量份，减水剂的添加量为2份，复合细粉的添加量为14质量份。

[0054] 复合细粉由硅粉和炉石粉组成，硅粉与炉石粉的混合比为2:1，搅拌速度为35r/

min，搅拌时间为12min。

[0055] (B)钢筋网的制备：将钢筋经调直、去屑、压断工艺，形成钢筋条，组装成钢筋网，将

钢筋网的连接点密封焊接，完成钢筋网的制备；

[0056] (C)制模：对模台进行清理，喷涂脱模剂，根据计算得到的数据进行划线，将边模安

装完成，形成模具，然后将钢筋网放置模具中，进行钢筋网的安装；脱模剂选用水性脱模剂。

[0057] (D)埋件安装：将埋件安装在钢筋网的上端部，完成埋件的安装；

[0058] (E)一次浇筑振捣：将配制后的混凝土浇筑在模具内，进行振捣密实；

[0059] (F)再加工：再次进行边模的安装，依次将聚苯板、钢筋弯和埋件安装在模具内；

[0060] (G)二次浇筑振捣：将配制后的混凝土浇筑在模具内，进行二次振捣密实；(H)后处

理：将浇筑后的混凝土，进行刮平拉毛，然后人工采用抹子将混凝土的表面抹平，最后将混

凝土表面进行压光，蒸汽养护，拆模、翻转后再重复步骤(C)、步骤(D)、步骤(E)、步骤(F)、步

骤(G)和步骤(H)的工艺，完成另一面的制备；蒸汽养护的温度为70摄氏度，养护时间为14小

时。

[0061] (I)质检：将双面制备完成后的产品进行外表面的检查，如果合格，则进行清理，进

入下一工序；如果不合格，则返回修补；

[0062] (J)室外养护：将质检合格的产品覆膜进行室外养护，即完成了一体化保温墙板的

生产工艺。

[0063] 将上述制备得到的一体化保温墙板经检测，得到以下实验数据：

[0064]

  3天抗压强度(％) 7天抗压强度(％) 28天抗压强度(％)

实施例1 48％ 78％ 100％

实施例2 46％ 76％ 100％

实施例3 50％ 80％ 110％

[0065] 由上述实验数据可知，采用本发明制备得到的一体化保温墙板的抗压强度远远高

于传统工艺制备得到的产品的抗压强度，且生产工艺简单、生产成本低。

[0066] 本发明采用特定的混凝土配方，有效提高了整体的抗压强度，同时，通过安装钢筋

网，提高了混凝土之间的抱合力，进一步提高整体的强度，且，本发明制备工艺简单，操作便

捷度高。

[0067] 同时，本发明在混凝土配制中添加了减水剂，有效解决了由于水浓度过高造成的

坍落度损失过快的现象，减少了混凝土用水量，间接保证了混凝土的强度；本发明还采用了

水性脱模剂，脱模效果佳；炉石粉的添加有效的起到了抗渗透的功效，使整体具有抗渗透

性。

[0068] 并且，本发明采用聚苯板的安装，用作墙板的保温层，有效实现了保温的功效，同

时，还提高了抗压强度；与此同时，本发明还实现了双面双层的钢筋网、聚苯板的安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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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整体的抗压强度。

[0069]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

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

同替换，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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