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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预制复合保温板的生产

工艺，经过混凝土的配制、钢筋网的制备、制模、

埋件安装、浇筑、后处理、质检和室外养护步骤，

完成预制复合保温板的生产工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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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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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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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预制复合保温板的生产工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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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筑、后处理、质检和室外养护步骤，完成预制复合保温板的生产工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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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筑：将配制后的混凝土浇筑在模具内，进行振捣密实；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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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步骤(6)的工艺，完成另一面的制备；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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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室外养护：将质检合格的产品覆膜进行室外养护，即完成了预制复合保温板的生产

工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预制复合保温板的生产工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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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一种预制复合保温板的生产工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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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一种预制复合保温板的生产工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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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一种预制复合保温板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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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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预制复合保温板的生产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加工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预制复合保温板的生产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预制复合保温板就是早期建筑当中用的楼板。就是工程要用到的模件或板块。因

为是在工厂加工成型后直接运到施工现场进行安装，所以叫预制板。制作预制板时，先用木

板钉制空心模型，在模型的空心部分布上钢筋后，用水泥灌满空心部分,等干后敲去木板，

剩下的就是预制板了。预制板在建筑上的用处很多，如公路旁边的水沟上盖住的水泥板；房

顶上做隔热层的水泥板都是预制板。现有的混凝土预制板抗弯强度较低和脆性高的缺点，

导致混凝土在使用中易产生裂缝甚至断裂，从而严重影响建筑的整体安全和使用寿命，且

制备方法复杂，成本过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强度高、制备工艺简单、且制造成本低的预制复合保温板

的生产工艺。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预制复合保温板的生产工艺，经

过混凝土的配制、钢筋网的制备、制模、埋件安装、浇筑、后处理、质检和室外养护步骤，完成

预制复合保温板的生产工艺；具体步骤如下：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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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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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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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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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9] (5)浇筑：将配制后的混凝土浇筑在模具内，进行振捣密实；

[0010]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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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步骤(6)的工艺，完成另一面的制备；

[0011]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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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2] (8)室外养护：将质检合格的产品覆膜进行室外养护，即完成了预制复合保温板的

生产工艺。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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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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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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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5]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3)中的脱模剂选用水性脱模剂。

[0016]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6)中的蒸汽养护的温度为60-80摄氏度，养护时间为12-16小

时。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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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生产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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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0] 如图1所示为本发明的生产工艺流程图。

[0021] 实施例1

[0022] 一种预制复合保温板的生产工艺，经过混凝土的配制、钢筋网的制备、制模、埋件

安装、浇筑、后处理、质检和室外养护步骤，完成预制复合保温板的生产工艺；具体步骤如

下：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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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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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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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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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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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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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9] (5)浇筑：将配制后的混凝土浇筑在模具内，进行振捣密实；

[0030]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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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步骤(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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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1]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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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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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下一工序；如果不合格，则返回修补；

[0032] (8)室外养护：将质检合格的产品覆膜进行室外养护，即完成了预制复合保温板的

生产工艺。

[0033] 实施例2

[0034] 一种预制复合保温板的生产工艺，经过混凝土的配制、钢筋网的制备、制模、埋件

安装、浇筑、后处理、质检和室外养护步骤，完成预制复合保温板的生产工艺；具体步骤如

下：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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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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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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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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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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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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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1] (e)浇筑：将配制后的混凝土浇筑在模具内，进行振捣密实；

[0042]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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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步骤(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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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3]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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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4] (h)室外养护：将质检合格的产品覆膜进行室外养护，即完成了预制复合保温板的

生产工艺。

[0045] 实施例3

[0046] 一种预制复合保温板的生产工艺，经过混凝土的配制、钢筋网的制备、制模、埋件

安装、浇筑、后处理、质检和室外养护步骤，完成预制复合保温板的生产工艺；具体步骤如

下：

[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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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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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份，复合细粉的添加量为14质量份。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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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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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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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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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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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3] (E)浇筑：将配制后的混凝土浇筑在模具内，进行振捣密实；

[0054]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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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步骤(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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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5]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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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6] (H)室外养护：将质检合格的产品覆膜进行室外养护，即完成了预制复合保温板的

生产工艺。

[0057] 将上述制备得到的预制复合保温板经检测，得到以下实验数据：

[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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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9] 由上述实验数据可知，采用本发明制备得到的预制复合保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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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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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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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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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