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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保温墙施工的技术领域，涉及一

种保温墙施工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步骤（1），

保温板预处理：在保温板外焊接钢筋笼，使得保

温板被包覆于钢筋笼内；步骤（2），固定钢筋笼：

根据设计图纸确定保温板的安装位置，并将钢筋

笼以及保温板固定于安装位置上；步骤（3），搭建

浇筑模板：根据设计图纸搭建墙体的浇筑模板；

步骤（4），浇筑混凝土：往浇筑模板中浇筑混凝

土，并养护成型；步骤（5），拆卸模板：将浇筑模板

拆卸，即完成保温墙的施工。本发明具有提高墙

体与保温板的粘结强度以及提高保温板的抗压

强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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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保温墙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保温板(4)预处理：在保温板(4)外焊接钢筋笼(2)，使得保温板(4)被包覆于

钢筋笼(2)内；

步骤（2），固定钢筋笼(2)：根据设计图纸确定保温板(4)的安装位置，并将钢筋笼(2)以

及保温板(4)固定于安装位置上；

步骤（3），搭建浇筑模板：根据设计图纸搭建墙体(1)的浇筑模板；

步骤（4），浇筑混凝土：往浇筑模板中浇筑混凝土，并养护成型；

步骤（5），拆卸模板：将浇筑模板拆卸，即完成保温墙的施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保温墙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筋笼(2)内设有固定保

温板(4)的固定件(3)。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保温墙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件(3)呈V字型，所述

固定件(3)固定于钢筋笼(2)上，且所述固定件(3)穿设保温板(4)。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保温墙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件(3)的尖端部呈弧

状。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所述的保温墙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所述混

凝土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分：

硅酸盐水泥20-25份；

水15-25份；

砂60-70份；

石55-60份；

戊二酸二甲酯3-5份；

双香豆素1-2份；

安息香双甲醚0.5-1份。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保温墙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凝土还包括以下质量份

数的组分：

三（2，4-二叔丁基）亚磷酸苯酯0.1-0.3份。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保温墙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凝土还包括以下质量份

数的组分：

六苯并蔻1-2份。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保温墙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凝土还包括以下质量份

数的组分：

喹吖啶酮0.3-0.5份。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保温墙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如下：

在反应容器中加入硅酸盐水泥与水，搅拌混合均匀后，再加入砂以及石，搅拌均匀后，再加

入剩余组分，搅拌混合均匀，即得混凝土。

10.一种保温墙，其特征在于：采用如权利要求1-9任一所述的保温墙施工方法施工所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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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保温墙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保温墙施工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保温墙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家庭装修除了要打造房间

的装饰风格以外，还需要保持室内的温度，以更好地营造家庭温馨的氛围，并更好地提高房

间内的资源的利用率，使得房间内在寒冷的季节会更温暖，在炎热的季节会更凉爽，因此，

在房间装修时，通常会设置保温墙。

[0003] 现有的保温墙施工通常是先浇筑好内墙，然后在内墙上粘贴保温板，再在保温板

外涂覆水泥砂浆以覆盖保温板，从而形成外墙，找平外墙表面，即完成保温墙的施工。

[0004] 上述中的现有技术方案存在以下缺陷：由于保温板粘贴于内墙的外表面，保温板

与内墙的外表面间容易存在粘结缝隙，当外墙面需要悬挂重物时，容易对保温板造成一定

的拉扯力，从而使得保温板与内墙表面的粘接处容易分离，甚至还有可能会造成外墙面的

脱落，因此，仍有改进的空间。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之一是提供一种保温墙施工方法。

[0006]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之二是提供一种保温墙。

[0007] 本发明的上述发明目的一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8] 一种保温墙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步骤(1)，保温板预处理：在保温板外焊接钢筋笼，使得保温板被包覆于钢筋笼内；

[0010] 步骤(2)，固定钢筋笼：根据设计图纸确定保温板的安装位置，并将钢筋笼以及保

温板固定于安装位置上；

[0011] 步骤(3)，搭建浇筑模板：根据设计图纸搭建墙体的浇筑模板；

[0012] 步骤(4)，浇筑混凝土：往浇筑模板中浇筑混凝土，并养护成型；

[0013] 步骤(5)，拆卸模板：将浇筑模板拆卸，即完成保温墙的施工。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先在保温板外焊接钢筋笼，再往保温板外浇筑混凝

土，有利于增强墙体与保温板的接触面积，还有利于更好地增强混凝土与保温板的粘结强

度，使得保温板与墙体的粘结处更加不容易分离，从而使得墙体更加不容易开裂，有利于更

好地延长墙体的使用寿命。

[0015] 通过钢筋笼的设置，有利于保温板更好地定位，使得保温板的安装更加简单方便；

同时，钢筋笼还有利于更好地增强墙体的抗压强度，使得墙体在受到压力或撞击力时更加

不容易开裂，有利于更好地延长墙体的使用寿命，进而有利于更好地降低墙体的后期维修

频率，使得墙体的后期维护成本更低。

[0016]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钢筋笼内设有固定保温板的固定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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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固定件的设置，有利于保温板更好地定位，从而使得

保温板的安装操作更加简单方便，还有利于更好地提高保温板的安装位置的精确度，有利

于保温板更好地发挥保温效果；另外，使得保温板在混凝土的浇筑过程中更加不容易出现

位移，从而有利于保温板更好地发挥保温作用，使得墙体的保温效果更好。

[0018]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固定件呈V字型，所述固定件固定

于钢筋笼上，且所述固定件穿设保温板。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固件呈V字型且穿设保温板的设置，有利于增大固定

件与保温板的接触面积，从而有利于更好地提高固定件的固定作用，使得保温板在混凝土

浇筑的过程中更加不容易发生位移，进而有利于保温板更好地发挥保温作用，使得墙体的

保温效果更好；同时，V字型的固定件还有利于更好地缓冲墙体受到的压力或者撞击力，使

得墙体更加不容易出现开裂的情况，有利于更好地延长墙体的使用寿命，使得墙体的后期

维护成本下降。

[0020]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固定件的尖端部呈弧状。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固定件的尖端部呈弧形，有利于更好地提高固定件

的形变能力，使得固定件上受到的压力更容易通过固定件的形变以缓冲，从而使得墙体在

受到冲击力时更加不容易开裂，有利于更好地延长墙体的使用寿命，使得墙体的后期维护

成本下降。

[0022]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步骤(4)中，所述混凝土包括以下

质量份数的组分：

[0023] 硅酸盐水泥20-25份；

[0024] 水15-25份；

[0025] 砂60-70份；

[0026] 石55-60份；

[0027] 戊二酸二甲酯3-5份；

[0028] 双香豆素1-2份；

[0029] 安息香双甲醚0.5-1份。

[003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采用戊二酸二甲酯、双香豆素与安息香双甲醚互相

协同配合，有利于更好地提高混凝土与保温板的粘结强度，使得混凝土所形成的墙体更加

不容易与保温板分离，从而使得外墙体悬挂重物时，墙体与保温板更加不容易分离，有利于

更好地延长墙体的使用寿命；同时，通过采用戊二酸二甲酯、双香豆素与安息香双甲醚互相

协同配合，还有利于更好地提高墙体的抗压强度，使得墙体在受到压力或强烈的冲击力时，

更加不容易出现开裂的情况，有利于更好地延长墙体的使用寿命，使得墙体后期的维护成

本下降。

[0031]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混凝土还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

分：

[0032] 三(2，4-二叔丁基)亚磷酸苯酯0.1-0.3份。

[003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加入三(2，4-二叔丁基)亚磷酸苯酯，有利于更好地

促进戊二酸二甲酯、双香豆素与安息香双甲醚的互相协同配合，从而有利于更好地增强混

凝土与保温板以及钢筋笼的粘结强度，使得墙体在悬挂重物时更加不容易开裂，有利于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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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延长墙体的使用寿命，使得墙体的后期维护成本下降；同时，还有利于更好地提高混凝

土的抗压强度，使得墙体在受到压力或撞击力时更加不容易开裂，有利于更好地延长墙体

的使用寿命，使得墙体后期的维护成本下降。

[0034]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混凝土还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

分：

[0035] 六苯并蔻1-2份。

[003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加入六苯并蔻，有利于更好地提高墙体的抗压强度，

使得墙体在受到压力或撞击力时更加不容易开裂，有利于更好地延长墙体的使用寿命，使

得墙体后期的维护成本下降。

[0037]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混凝土还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组

分：

[0038] 喹吖啶酮0.3-0.5份。

[003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加入喹吖啶酮与六苯并蔻互相协同配合，有利于更

好地促进六苯并蔻的效果，使得墙体的抗压强度更高，从而使得墙体在受到压力或受到冲

击力时更加不容易开裂，有利于更好地延长墙体的使用寿命，使得墙体后期的维护成本更

低。

[0040]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如下：在反应

容器中加入硅酸盐水泥与水，搅拌混合均匀后，再加入砂以及石，搅拌均匀后，再加入剩余

组分，搅拌混合均匀，即得混凝土。

[004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控制各组分的加入顺序，有利于各组分更好地互相

协同配合，从而有利于更好地提高混凝土与保温板以及钢筋笼的粘结强度，使得墙体在悬

挂重物时更加不容易与保温板分离；同时，还有利于更好地提高墙体的抗压强度，使得墙体

在受到压力或冲击力时更加不容易开裂，有利于更好地延长墙体的使用寿命，使得墙体的

后期维护成本更低；

[0042] 本发明的上述发明目的二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43] 一种保温墙，采用上述保温墙施工方法施工所得。

[004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采用上述方法施工保温墙，有利于过更好地提高墙

体与保温板的粘结牢度，使得墙体在悬挂重物时更加不容易与保温板分离，从而使得墙体

更加不容易开裂，有利于更好地延长墙体的使用寿命，使得墙体后期的维护成本下降。

[0045] 综上所述，本发明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0046] 1 .通过先在保温板外焊接钢筋笼，再往保温板外浇筑混凝土，使得保温板与墙体

的粘结处更加不容易分离，使得墙体更加不容易开裂，有利于更好地延长墙体的使用寿命；

[0047] 2.通过钢筋笼的设置，有利于保温板更好地定位，使得保温板的安装更加简单方

便；

[0048] 3.钢筋笼还有利于更好地增强墙体的抗压强度，使得墙体在受到压力或撞击力时

更加不容易开裂，有利于更好地延长墙体的使用寿命，使得墙体的后期维护成本更低；

[0049] 4.通过采用戊二酸二甲酯、双香豆素与安息香双甲醚互相协同配合，使得混凝土

所形成的墙体更加不容易与保温板分离，使得墙体悬挂重物时，墙体与保温板更加不容易

分离，有利于更好地延长墙体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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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5.通过采用戊二酸二甲酯、双香豆素与安息香双甲醚互相协同配合，还有利于更

好地提高墙体的抗压强度，使得墙体在受到压力或强烈的冲击力时，更加不容易出现开裂

的情况，有利于更好地延长墙体的使用寿命，使得墙体后期的维护成本下降。

附图说明

[0051] 图1是本发明中施工所得的保温墙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52] 图2是本发明中施工所得的保温墙内的保温板与钢筋笼的结构示意图。

[0053] 图中，1、墙体；2、钢筋笼；21、横钢筋；22、纵钢筋；23、弯曲钢筋；3、固定件；4、保温

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54]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55] 以下实施例中，硅酸盐水泥采用石家庄达坤矿产品有限公司的货号为HD-1451的

硅酸盐水泥。

[0056] 以下实施例中，砂采用灵寿县鹏飞矿产品加工厂的河砂。

[0057] 以下实施例中，石采用灵寿县麒晶矿产品贸易有限公司的碎石。

[0058] 以下实施例中，戊二酸二甲酯采用株洲远成合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货号为

1858542的戊二酸二甲酯。

[0059] 以下实施例中，双香豆素采用济宁天之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货号为10277-01的

双香豆素。

[0060] 以下实施例中，安息香双甲醚采用泰安市嘉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货号为013774

的安息香双甲醚。

[0061] 以下实施例中，三(2，4-二叔丁基)亚磷酸苯酯采用上海金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

货号为J44300的三(2，4-二叔丁基)亚磷酸苯酯。

[0062] 以下实施例中，六苯并蔻采用武汉瑞安康泰化工有限公司的货号为12121的六苯

并蔻。

[0063] 以下实施例中，喹吖啶酮采用深圳市余氏化工有限公司的货号为E3B的喹吖啶酮。

[0064] 以下实施例中，微硅粉采用湖北鑫润德化工有限公司的微硅粉。

[0065] 实施例1

[0066] 参照图1以及图2，为采用本发明公开的一种保温墙施工方法施工所得的保温墙，

包括墙体1、置于墙体1内的保温板4以及包裹于墙体1外周的钢筋笼2。

[0067] 参照图1以及图2，在本实施例中，保温板4为岩棉板，在其他实施例中，保温板4还

可以为聚氨酯保温板、水泥发泡水泥板或聚苯板。保温板4呈长方体状。

[0068] 参照图1以及图2，钢筋笼2的框架呈内部中空的长方体状，钢筋笼2包括若干横钢

筋21、若干纵钢筋22以及若干弯曲钢筋23，若干横钢筋21以及若干纵钢筋22均位于钢筋笼2

沿厚度方向的两侧，且若干横钢筋21以及若干纵钢筋22纵横交错以形成网格状。若干弯曲

钢筋23均位于钢筋笼2四周的边缘位置并形成若干相连的V字状。弯曲钢筋23的尖端部分呈

弧状，且弯曲钢筋23的尖端部分均焊接于纵钢筋22上。

[0069] 参照图1以及图2，钢筋笼2上还固定有固定保温板4的固定件3，在本实施例中，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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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件3为沿保温板4的厚度方向穿过保温板4的弯折钢筋，弯折钢筋设有若干，且若干弯折钢

筋均匀分布于钢筋笼2中。弯折钢筋呈V字型，弯折钢筋的尖端处呈弧状。弯折钢筋的尖端部

分焊接于钢筋笼2沿厚度方向的其中一侧的纵钢筋22上，弯折钢筋开口部分的两端分别焊

接于钢筋笼2沿厚度方向的另一侧的横钢筋21上。弯折钢筋的尖端部分以及开口部分均伸

出至保温板4外。

[0070] 本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

[0071] 通过钢筋笼2的设置，有利于更好地提高墙体1与保温板4的粘结强度，使得墙体1

在悬挂重物时更加不容易与保温板4分离，同时，钢筋笼2还有利于更好地提高墙体1的抗压

强度，使得墙体1在受到压力或者冲击力时更加不容易开裂，有利于更好地延长保温墙的使

用寿命，使得保温墙后期的维护成本更低。

[0072] 通过弯曲钢筋23以及弯折钢筋的设置，有利于弯曲钢筋23以及弯折钢筋更好地缓

冲墙体1受到的冲击力，从而使得墙体1的抗压强度更高，使得墙体1在受到压力以及冲击力

时更加不容易开裂，有利于更好地延长保温墙的使用寿命，使得保温墙的后期维护成本下

降。

[0073] 通过固定件3的设置，还有利于更好地提高保温板4的位置稳定性，使得保温板4更

加不容易发生位移，从而有利于保温板4更好地发挥保温作用，使得保温墙的保温效果更

好。

[0074] 实施例2

[0075] 一种保温墙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6] 步骤(1)，保温板预处理，具体如下：

[0077] 先将钢筋笼2沿厚度方向的其中一侧的横钢筋21以及纵钢筋22焊接成型，然后将

钢筋笼2四周边缘位置的弯曲钢筋23焊接上去，随后将保温板4放入半成型的钢筋笼2中，最

后将钢筋笼2沿厚度方向的另一侧的横钢筋21以及纵钢筋22焊接上去，即完成钢筋笼2的焊

接。

[0078] 最后将弯折钢筋插入至保温板4中，使得弯折钢筋贯穿保温板4，并将弯折钢筋的

端点焊接于横钢筋21以及纵钢筋22上，使得保温板4被包裹于钢筋笼2内，即完成保温板4的

预处理。

[0079] 步骤(2)，固定钢筋笼2，具体如下：

[0080] 根据设计图纸确定保温板4的安装位置，然后利用水泥砂浆将钢筋笼2以及保温板

4固定于其安装位置上，使得钢筋笼2以及保温板4被预固定。

[0081] 步骤(3)，搭建浇筑模板，具体如下：

[0082] 根据设计图纸确定墙体1的尺寸以及浇筑位置，并在钢筋笼2外周搭建浇筑模板，

墙体1的浇筑模板。

[0083] 步骤(4)浇筑混凝土，具体如下：

[0084] 在200L搅拌釜中加入硅酸盐水泥20kg，并200r/min的转速进行搅拌，边搅拌边加

入水15kg，搅拌混合均匀后，再边搅拌边加入砂70kg、石60kg，搅拌混合均匀后，最后边搅拌

边加入戊二酸二甲酯5kg、双香豆素1kg以及安息香双甲醚0.5kg，搅拌混合均匀后，即得混

凝土。

[0085] 将制得的混凝土浇筑至模板中，浇筑完成后，利用麻袋将墙体覆盖以养护，并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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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袋表面潮湿，控制养护温度为40℃，控制养护时间为28天，使得墙体养护成型。

[0086] 步骤(5)，拆卸模板，具体如下：

[0087] 将浇筑模板拆卸，即完成保温墙的施工，得到保温墙。

[0088] 实施例3

[0089] 与实施例2的区别在于：

[0090] 步骤(4)中加入的各组分的用量如下：

[0091] 硅酸盐水泥22 .5kg；水25kg；砂60kg；石57 .5kg；戊二酸二甲酯4kg；双香豆素

1.5kg；安息香双甲醚0.75kg。

[0092] 实施例4

[0093] 与实施例2的区别在于：

[0094] 步骤(4)中加入的各组分的用量如下：

[0095] 硅酸盐水泥25kg；水20kg；砂65kg；石55kg；戊二酸二甲酯3kg；双香豆素2kg；安息

香双甲醚1kg。

[0096] 实施例5

[0097] 与实施例2的区别在于：

[0098] 步骤(4)中加入的各组分的用量如下：

[0099] 硅酸盐水泥22kg；水21kg；砂66kg；石56kg；戊二酸二甲酯3.5kg；双香豆素1.9kg；

安息香双甲醚0.7kg。

[0100] 实施例6

[0101] 与实施例5的区别在于：步骤(4)中还加入了三(2，4-二叔丁基)亚磷酸苯酯0.1kg，

其中，三(2，4-二叔丁基)亚磷酸苯酯随戊二酸二甲酯、双香豆素与安息香双甲醚一同加入。

[0102] 实施例7

[0103] 与实施例5的区别在于：步骤(4)中还加入了三(2，4-二叔丁基)亚磷酸苯酯0.3kg，

其中，三(2，4-二叔丁基)亚磷酸苯酯随戊二酸二甲酯、双香豆素与安息香双甲醚一同加入。

[0104] 实施例8

[0105] 与实施例5的区别在于：步骤(4)中还加入了六苯并蔻1kg，其中，六苯并蔻随戊二

酸二甲酯、双香豆素与安息香双甲醚一同加入。

[0106] 实施例9

[0107] 与实施例5的区别在于：步骤(4)中还加入了六苯并蔻2kg，其中，六苯并蔻随戊二

酸二甲酯、双香豆素与安息香双甲醚一同加入。

[0108] 实施例10

[0109] 与实施例5的区别在于：步骤(4)中还加入了喹吖啶酮0.3kg，其中，喹吖啶酮随戊

二酸二甲酯、双香豆素与安息香双甲醚一同加入。

[0110] 实施例11

[0111] 与实施例5的区别在于：步骤(4)中还加入了喹吖啶酮0.5kg，其中，喹吖啶酮随戊

二酸二甲酯、双香豆素与安息香双甲醚一同加入。

[0112] 实施例12

[0113] 与实施例5的区别在于：步骤(4)中还加入了六苯并蔻1kg以及喹吖啶酮0.5kg，其

中，六苯并蔻以及喹吖啶酮随戊二酸二甲酯、双香豆素与安息香双甲醚一同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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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4] 实施例13

[0115] 与实施例5的区别在于：步骤(4)中还加入了六苯并蔻2kg以及喹吖啶酮0.3kg，其

中，六苯并蔻以及喹吖啶酮随戊二酸二甲酯、双香豆素与安息香双甲醚一同加入。

[0116] 实施例14

[0117] 与实施例5的区别在于：步骤(4)中还加入了三(2，4-二叔丁基)亚磷酸苯酯0.1kg、

六苯并蔻2kg以及喹吖啶酮0.4kg，其中，三(2，4-二叔丁基)亚磷酸苯酯、六苯并蔻以及喹吖

啶酮随戊二酸二甲酯、双香豆素与安息香双甲醚一同加入。

[0118] 实施例15

[0119] 与实施例5的区别在于：步骤(4)中还加入了三(2，4-二叔丁基)亚磷酸苯酯0.2kg、

六苯并蔻1.5kg以及喹吖啶酮0.3kg，其中，三(2，4-二叔丁基)亚磷酸苯酯、六苯并蔻以及喹

吖啶酮随戊二酸二甲酯、双香豆素与安息香双甲醚一同加入。

[0120] 实施例16

[0121] 与实施例5的区别在于：步骤(4)中还加入了三(2，4-二叔丁基)亚磷酸苯酯0.3kg、

六苯并蔻1kg以及喹吖啶酮0.5kg，其中，三(2，4-二叔丁基)亚磷酸苯酯、六苯并蔻以及喹吖

啶酮随戊二酸二甲酯、双香豆素与安息香双甲醚一同加入。

[0122] 实施例17

[0123] 与实施例5的区别在于：步骤(4)中还加入了三(2，4-二叔丁基)亚磷酸苯酯

0.15kg、六苯并蔻1.8kg以及喹吖啶酮0.45kg，其中，三(2，4-二叔丁基)亚磷酸苯酯、六苯并

蔻以及喹吖啶酮随戊二酸二甲酯、双香豆素与安息香双甲醚一同加入。

[0124] 比较例1

[0125] 与实施例5的区别在于：步骤(4)中未加入戊二酸二甲酯、双香豆素以及安息香双

甲醚。

[0126] 比较例2

[0127] 与实施例5的区别在于：步骤(4)中未加入戊二酸二甲酯。

[0128] 比较例3

[0129] 与实施例5的区别在于：步骤(4)中未加入双香豆素。

[0130] 比较例4

[0131] 与实施例5的区别在于：步骤(4)中未加入安息香双甲醚。

[0132] 实验1

[0133] 取尺寸为20cm*20cm*30cm的岩棉板，然后在岩棉板的边缘位置搭建浇筑模板，并

往浇筑模板中浇筑以上实施例2-17与比较例1-4制得的混凝土，使得岩棉板上形成20cm*

20cm*30cm的与岩棉板粘结的混凝土块，形成保温墙试样，然后采用剥离强度测试仪检测混

凝土块与岩棉板分离时的剥离强度(kN/m)。

[0134] 实验2

[0135] 根据GB/T50081-2002《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中的抗压强度试验检

测以上实施例以及比较例施工所得的保温墙的28d抗压强度(MPa)。

[0136] 以上实验的检测数据见表1。

[0137]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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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8]

[0139]

[0140] 根据表1中实施例5-7的数据对比可得，通过加入三(2，4-二叔丁基)亚磷酸苯酯，

有利于更好地促进戊二酸二甲酯、双香豆素与安息香双甲醚的互相协同配合，从而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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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提高墙体与保温板的粘结强度，使得墙体在悬挂重物时更加不容易与保温板分离，

还有利于更好地提高墙体的抗压强度，使得墙体在受到压力或撞击力时更加不容易开裂，

有利于更好地延长墙体的使用寿命，使得墙体的后期维护成本更低。

[0141] 根据表1中实施例5与实施例8-13的数据对比可得，通过单独加入六苯并蔻，有利

于更好地提高墙体的抗压强度，使得墙体在受到压力或撞击力时更加不容易开裂，有利于

更好地延长墙体的使用寿命，有利于更好地降低墙体的后期维护成本；而通过单独加入喹

吖啶酮，对墙体的抗压强度几乎不起影响，只有当同时加入六苯并蔻与喹吖啶酮互相协同

配合时，才能更好地促进六苯并蔻的效果，使得墙体的抗压强度更强，使得墙体在受到压力

或冲击力时更加不容易开裂，有利于更好地延长墙体的使用寿命，使得墙体的后期维护成

本更低。

[0142] 根据表1中实施例5与比较例1-4的数据对比可得，只有当戊二酸二甲酯、双香豆素

与安息香双甲醚互相协同配合时，才能更好地提高混凝土与保温板的粘结强度，使得墙体

与保温板更加不容易分离，才有利于更好地提高墙体的抗压强度，缺少了任一物质，均容易

对墙体与保温板的粘结强度以及对墙体的抗压强度产生较大的影响。

[0143]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故：凡依本发明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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