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0594531.6

(22)申请日 2019.04.28

(73)专利权人 沈阳建筑大学

地址 110168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浑南东

路9号

(72)发明人 张延年　徐向新　

(74)专利代理机构 沈阳之华益专利事务所有限

公司 21218

代理人 程晓旭

(51)Int.Cl.

E04B 2/00(2006.01)

E04B 1/61(2006.01)

E04C 2/296(2006.01)

E04C 2/30(2006.01)

E04C 2/38(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模块化木结构房屋外墙建造体系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模块化木结构房屋外

墙建造体系，属于建筑技术领域。包括工厂预制

的典型模块化外墙板、转角模块化外墙A板和转

角模块化外墙B板。模块化外墙板的内部，由室内

墙面板、室外墙面板、封端板、保温隔声板、保温

隔声板定位柱、板内龙骨柱、防火棉等组成，现场

通过榫卯以及施钉，将各块模块化外墙板依次连

接。本实用新型承载力较高，施工方便，工业化程

度较高，有效的避免了环境污染，有利于降低成

本，缩短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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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模块化木结构房屋外墙建造体系，其特征在于：包括典型模块化外墙板（1）、转

角模块化外墙A板（2）、转角模块化外墙B板（3），所述模块化木结构房屋外墙建造体系的长

边由典型模块化外墙板（1）、转角模块化外墙A板（2）和转角模块化外墙B板（3）组成，典型模

块化外墙板（1）的两端分别与转角模块化外墙A板（2）、转角模块化外墙B板（3）连接；模块化

木结构房屋外墙建造体系的短边由转角模块化外墙A板（2）和转角模块化外墙B板（3）连接

组成，转角模块化外墙A板（2）和转角模块化外墙B板（3）在模块化木结构房屋外墙建造体系

的转角处通过转角L形板（15）连接；

所述典型模块化外墙板（1）包括封端板（4）、顶梁板（5）、底梁板（6）、室内墙面板（7）、室

外墙面板（8）、板内龙骨柱（9）、保温隔声板（10）、保温隔声板定位柱（11）、防火棉（12）、A板

榫头（1-1），所述典型模块化外墙板（1）的上下两端分别为顶梁板（5）和底梁板（6），典型模

块化外墙板（1）的左右两侧均为封端板（4），封端板（4）的外端设置有A板榫头（1-1），典型模

块化外墙板（1）的前后两侧分别为室内墙面板（7）和室外墙面板（8），所述室内墙面板（7）和

室外墙面板（8）相互平行布置，并且中间留有空隙，空隙的宽度为板内龙骨柱（9）的宽度，板

内龙骨柱（9）均匀布置在室内墙面板（7）和室外墙面板（8）中间的空隙中，并且用工厂用钉

（13）分别与室内墙面板（7）和室外墙面板（8）相固定，在板内龙骨柱（9）的四个顶点处，分别

布置四个保温隔声板定位柱（11），保温隔声板定位柱（11）分别与板内龙骨柱（9）以及室内

墙面板（7）或室外墙面板（8）通过工厂用钉（13）相固定，在每两个纵向的保温隔声板定位柱

（11）的空隙中放置保温隔声板（10），在每两个横向的保温隔声板定位柱（11）的空隙中放置

防火棉（12），防火棉（12）充满室内墙面板（7）或室外墙面板（8）与保温隔声板（10）的空隙；

所述转角模块化外墙A板（2）与典型模块化外墙板（1）的区别为：转角模块化外墙A板

（2）左侧的封端板（4）靠近室内墙面板（7）的一侧与板内龙骨柱（9）靠近室内墙面板（7）的一

侧平齐，室内墙面板（7）左侧与最左侧的保温隔声板定位柱（11）的左侧平齐；

所述转角模块化外墙B板（3）包括封端板（4）、顶梁板（5）、底梁板（6）、室内墙面板（7）、

室外墙面板（8）、板内龙骨柱（9）、保温隔声板（10）、保温隔声板定位柱（11）、防火棉（12）、B

板第一榫头（3-1），B板第二榫头（3-2），所述转角模块化外墙B板（3）上下两端分别为顶梁板

（5）和底梁板（6），转角模块化外墙B板（3）的左右两侧均为封端板（4），一侧的封端板（4）的

外端设置有B板第一榫头（3-1）和B板第二榫头（3-2），另一侧的封端板（4）的外端设置有B板

第一榫头（3-1），转角模块化外墙B板（3）的前后两侧分别为室内墙面板（7）和室外墙面板

（8），室内墙面板（7）和室外墙面板（8）相互平行布置，并且中间留有空隙，空隙的宽度为板

内龙骨柱（9）的宽度，板内龙骨柱（9）均匀布置在室内墙面板（7）和室外墙面板（8）中间的空

隙中，板内龙骨柱（9）通过工厂用钉（13）分别与室内墙面板（7）和室外墙面板（8）相固定，在

板内龙骨柱（9）的四个顶点处，分别布置四个保温隔声板定位柱（11），保温隔声板定位柱

（11）分别与板内龙骨柱（9）以及室内墙面板（7）或室外墙面板（8）通过工厂用钉（13）相固

定，在每两个纵向的保温隔声板定位柱（11）的空隙中放置保温隔声板（10），在每两个横向

的保温隔声板定位柱（11）的空隙中放置防火棉（12），防火棉（12）充满室内墙面板（7）或室

外墙面板（8）与保温隔声板（10）的空隙，室内墙面板（7）的左侧伸至最左端的保温隔声板定

位柱（11），室内墙面板（7）的右侧伸至最右端的板内龙骨柱（9），室外墙面板（8）的两端分别

伸至左右两侧的板内龙骨柱（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模块化木结构房屋外墙建造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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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外墙板（1）中，封端板（4）的高度与典型模块化外墙板（1）平齐，在典型模块化外墙板

（1）左侧的封端板（4）的左侧设置有A板榫头（1-1），A板榫头（1-1）与封端板（4）垂直布置，A

板榫头（1-1）横截面的宽度为封端板（4）横截面长度的三分之一，并且A板榫头（1-1）布置在

封端板（4）横截面长度方向的正中间，A板榫头（1-1）通过工厂用钉（13）与左侧的封端板（4）

固定；在典型模块化外墙板（1）右侧的封端板（4）的右侧布置有两个A板榫头（1-1），两个A板

榫头（1-1）均与右侧封端板（4）垂直布置，并且布置在右侧封端板（4）长度方向的两侧，通过

工厂用钉（13）与右侧的封端板（4）固定，右侧的两个A板榫头（1-1）之间的空隙构成A板卯眼

（1-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模块化木结构房屋外墙建造体系，其特征在于：在典型模

块化外墙板（1）的顶端和底端布置有顶梁板（5）和底梁板（6），顶梁板（5）和底梁板（6）的覆

盖范围均为从左侧的封端板（4）至右侧的A板榫头（1-1），顶梁板（5）和底梁板（6）均通过工

厂用钉（13）分别与板内龙骨柱（9）、保温隔声板定位柱（11）、封端板（4）以及右侧的A板榫头

（1-1）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模块化木结构房屋外墙建造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转角

模块化外墙B板（3）中，封端板（4）的高度与转角模块化外墙B板（3）平齐，在转角模块化外墙

B板（3）左侧的封端板（4）的左侧设置有B板第一榫头（3-1），B板第一榫头（3-1）与封端板（4）

垂直布置，并且B板第一榫头（3-1）布置在封端板（4）靠近室外墙面板（8）的一侧，通过工厂

用钉（13）与封端板（4）固定，在B板第一榫头（3-1）的上侧布置有B板第二榫头（3-2），B板第

二榫头（3-2）右侧与封端板（4）左侧之间的距离为B板第一榫头（3-1）的宽度，B板第一榫头

（3-1）、B板第二榫头（3-2）以及左侧的封端板（4）的空隙构成B板卯眼（3-3）；在转角模块化

外墙B板（3）右侧的封端板（4）的右侧布置有B板第一榫头（3-1），B板第一榫头（3-1）与右侧

的封端板（4）垂直布置，并且布置在右侧封端板（4）长度方向的正中间，通过工厂用钉（13）

与右侧封端板（4）固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模块化木结构房屋外墙建造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转角

模块化外墙B板（3）的顶端和底端布置有顶梁板（5）和底梁板（6），顶梁板（5）和底梁板（6）的

覆盖范围均为从左侧的B板第二榫头（3-2）至右侧的封端板（4），顶梁板（5）和底梁板（6）均

通过工厂用钉（13）分别与板内龙骨柱（9）、保温隔声板定位柱（11）、封端板（4）以及左侧的B

板第一榫头（3-1）、B板第二榫头（3-2）固定。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模块化木结构房屋外墙建造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转角

L形板（15）为一个L形通长的板，其厚度与室内墙面板（7）的厚度一致，转角L形板（15）设置

在模块化木结构房屋外墙建造体系的转角处。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模块化木结构房屋外墙建造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室内

墙面板（7）和室外墙面板（8）均采用OSB承重板，所述保温隔声板（10）采用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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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模块化木结构房屋外墙建造体系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建筑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模块化木结构房屋外墙建造体

系。

背景技术

[0002] 据统计，建筑业消耗了地球上大约50％的能源、42％的水资源、50％的材料和48％

的耕地。造成生态失衡，产生了全球24％的空气污染、50％的温室效应、40％的水源污染和

50％的氯氟烃等，许多是不可再生资源。

[0003] 绿色建筑在我国治理环境污染、节能减排、调整产业结构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过去我国在发展绿色建筑方面，只注重钢结构和混凝土结构而忽略了木结构绿色建筑。

钢材、水泥、塑料的不可再生不可持续性已经非常明显。现在发达国家已经公认木建筑以及

利用农业废弃物加工的建材，是建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正确方向，然而我国政府部门和社

会各界对于新型木建筑的广泛应用还存在着很多误区，木结构的发展还不够普及。

[0004] 为此，有必要针对木结构绿色建筑及其工业化进行系统性的研发，使我国建筑产

业真正实现全过程的绿色、可循环、可再生、可持续。

[0005] 目前，轻型木结构只用于2至3层的独户住宅和集合住宅。木构件构成结构框架，外

包木结构板材。轻型木结构建筑的基础通常为混凝土基础，一层楼板为木楼板或混凝土楼

板，并以之为平台建造上一层墙体，以此类推。轻型木结构建筑在屋盖和墙体空间填充保温

材料以达到良好的保温效果。屋面和墙面铺设防水材料以满足防水、防潮要求。轻型木结构

建筑室内墙板采用石膏板以满足防火要求，外墙外侧面可选用涂料、挂板、贴砖等多种外饰

面材料。轻型木结构采用小尺寸规格材和钉连接，多条荷载传递通路使其具有较高的结构

安全冗余度，在地震和强风作用下结构安全性能比较高。

[0006] 低层集合住宅与独户住宅采用相同的技术，需满足同样的建筑标准，分户墙应采

用达到规范规定防火等级的材料构件。每户面积一般在100至300平方米之间。

[0007] 目前，木框架结构技术体系的施钉位置均在墙板或楼板内部，因此墙板或楼板很

难工厂预制，因此绝大部分工作在施工现场完成，工期长、成本高、对施工人员技术水平要

求较高。为了大幅降低现场作业量、缩短工期、降低成本，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有必

要开发系列模块化木结构房屋技术。

实用新型内容

[0008]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模块化木结构房屋外墙建造体系，主要

为了开发一种连接可靠，承载力较高，施工方便，工业化程度较高，有效的避免了环境污染，

有利于降低成本，缩短工期的新型模块化木结构房屋外墙建造体系。

[0009] 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10] 一种模块化木结构房屋外墙建造体系，包括典型模块化外墙板、转角模块化外墙A

板、转角模块化外墙B板，所述模块化木结构房屋外墙建造体系的长边由典型模块化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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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转角模块化外墙A板和转角模块化外墙B板组成，典型模块化外墙板的两端分别与转角

模块化外墙A板、转角模块化外墙B板连接；模块化木结构房屋外墙建造体系的短边由转角

模块化外墙A板和转角模块化外墙B板连接组成，转角模块化外墙A板和转角模块化外墙B板

在模块化木结构房屋外墙建造体系的转角处通过转角L形板连接；

[0011] 所述典型模块化外墙板包括封端板、顶梁板、底梁板、室内墙面板、室外墙面板、板

内龙骨柱、保温隔声板、保温隔声板定位柱、防火棉、A板榫头，所述典型模块化外墙板的上

下两端分别为顶梁板和底梁板，典型模块化外墙板的左右两侧均为封端板，封端板的外端

设置有A板榫头，典型模块化外墙板的前后两侧分别为室内墙面板和室外墙面板，所述室内

墙面板和室外墙面板相互平行布置，并且中间留有空隙，空隙的宽度为板内龙骨柱的宽度，

板内龙骨柱均匀布置在室内墙面板和室外墙面板中间的空隙中，并且用工厂用钉分别与室

内墙面板和室外墙面板相固定，在板内龙骨柱的四个顶点处，分别布置四个保温隔声板定

位柱，保温隔声板定位柱分别与板内龙骨柱以及室内墙面板或室外墙面板通过工厂用钉相

固定，在每两个纵向的保温隔声板定位柱的空隙中放置保温隔声板，在每两个横向的保温

隔声板定位柱的空隙中放置防火棉，防火棉充满室内墙面板或室外墙面板与保温隔声板的

空隙；

[0012] 所述转角模块化外墙A板与典型模块化外墙板的区别为：转角模块化外墙A板左侧

的封端板靠近室内墙面板的一侧与板内龙骨柱靠近室内墙面板的一侧平齐，室内墙面板左

侧与最左侧的保温隔声板定位柱的左侧平齐；

[0013] 所述转角模块化外墙B板包括封端板、顶梁板、底梁板、室内墙面板、室外墙面板、

板内龙骨柱、保温隔声板、保温隔声板定位柱、防火棉、B板第一榫头，B板第二榫头，所述转

角模块化外墙B板上下两端分别为顶梁板和底梁板，转角模块化外墙B板的左右两侧均为封

端板，一侧的封端板的外端设置有B板第一榫头和B板第二榫头，另一侧的封端板的外端设

置有B板第一榫头，转角模块化外墙B板的前后两侧分别为室内墙面板和室外墙面板，室内

墙面板和室外墙面板相互平行布置，并且中间留有空隙，空隙的宽度为板内龙骨柱的宽度，

板内龙骨柱均匀布置在室内墙面板和室外墙面板中间的空隙中，板内龙骨柱通过工厂用钉

分别与室内墙面板和室外墙面板相固定，在板内龙骨柱的四个顶点处，分别布置四个保温

隔声板定位柱，保温隔声板定位柱分别与板内龙骨柱以及室内墙面板或室外墙面板通过工

厂用钉相固定，在每两个纵向的保温隔声板定位柱的空隙中放置保温隔声板，在每两个横

向的保温隔声板定位柱的空隙中放置防火棉，防火棉充满室内墙面板或室外墙面板与保温

隔声板的空隙，室内墙面板的左侧伸至最左端的保温隔声板定位柱，室内墙面板的右侧伸

至最右端的板内龙骨柱，室外墙面板的两端分别伸至左右两侧的板内龙骨柱。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典型模块化外墙板中，封端板的高度与典型模块化外墙板平齐，在

典型模块化外墙板左侧的封端板的左侧设置有A板榫头，A板榫头与封端板垂直布置，A板榫

头横截面的宽度为封端板横截面长度的三分之一，并且A板榫头布置在封端板横截面长度

方向的正中间，A板榫头通过工厂用钉与左侧的封端板固定；在典型模块化外墙板右侧的封

端板的右侧布置有两个A板榫头，两个A板榫头均与右侧封端板垂直布置，并且布置在右侧

封端板长度方向的两侧，通过工厂用钉与右侧的封端板固定，右侧的两个A板榫头之间的空

隙构成A板卯眼。

[0015] 进一步地，在典型模块化外墙板的顶端和底端布置有顶梁板和底梁板，顶梁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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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梁板的覆盖范围均为从左侧的封端板至右侧的A板榫头，顶梁板和底梁板均通过工厂用

钉分别与板内龙骨柱、保温隔声板定位柱、封端板以及右侧的A板榫头固定连接。

[0016] 进一步地，所述转角模块化外墙B板中，封端板的高度与转角模块化外墙B板平齐，

在转角模块化外墙B板左侧的封端板的左侧设置有B板第一榫头，B板第一榫头与封端板垂

直布置，并且B板第一榫头布置在封端板靠近室外墙面板的一侧，通过工厂用钉与封端板固

定，在B板第一榫头的上侧布置有B板第二榫头，B板第二榫头右侧与封端板左侧之间的距离

为B板第一榫头的宽度，B板第一榫头、B板第二榫头以及左侧的封端板的空隙构成B板卯眼；

在转角模块化外墙B板右侧的封端板的右侧布置有B板第一榫头，B板第一榫头与右侧的封

端板垂直布置，并且布置在右侧封端板长度方向的正中间，通过工厂用钉与右侧封端板固

定。

[0017] 进一步地，所述转角模块化外墙B板的顶端和底端布置有顶梁板和底梁板，顶梁板

和底梁板的覆盖范围均为从左侧的B板第二榫头至右侧的封端板，顶梁板和底梁板均通过

工厂用钉分别与板内龙骨柱、保温隔声板定位柱、封端板以及左侧的B板第一榫头、B板第二

榫头固定。

[0018] 进一步地，所述转角L形板为一个L形通长的板，其厚度与室内墙面板的厚度一致，

转角L形板设置在模块化木结构房屋外墙建造体系的转角处。

[0019] 进一步地，所述室内墙面板和室外墙面板均采用OSB承重板，所述保温隔声板采用

苯板。

[002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的优点为连接可靠，承载力较高，施工方便，

工业化程度较高，有效的避免了环境污染，有利于降低成本，缩短工期。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典型模块化外墙板的主视图；

[0022] 图2为典型模块化外墙板的俯视图；

[0023] 图3为图1的1-1剖面图；

[0024] 图4为转角模块化外墙A板的主视图；

[0025] 图5为转角模块化外墙A板的俯视图

[0026] 图6为图4的2-2剖面图；

[0027] 图7为转角模块化外墙B板的主视图；

[0028] 图8为转角模块化外墙B板的俯视图；

[0029] 图9为图7的3-3剖面图；

[0030] 图10为模块化木结构房屋外墙建造体系转角处的连接示意图；

[0031] 图11为转角L形板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12为模块化木结构房屋外墙建造体系的连接示意图。

[0033] 图中，1为典型模块化外墙板，2为转角模块化外墙A板，3为转角模块化外墙B板，4

为封端板，5为顶梁板，6为底梁板，7为室内墙面板，8为室外墙面板，9为板内龙骨柱，10为保

温隔声板，11为保温隔声板定位柱，12为防火棉，13为工厂用钉，14为现场施钉区，15为转角

L形板，1-1为A板榫头，1-2为A板卯眼，3-1为B板第一榫头，3-2为B板第二榫头，3-3为B板卯

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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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描述。

[0035] 实施例：如图1至图3所示，一种模块化木结构房屋外墙建造体系，包括典型模块化

外墙板1、转角模块化外墙A板2、转角模块化外墙B板3；所述典型模块化外墙板1为工厂预制

构件，由封端板4、顶梁板5、底梁板6、室内墙面板7、室外墙面板8、板内龙骨柱9、保温隔声板

10、保温隔声板定位柱11、防火棉12、A板榫头1-1组成，所述室内墙面板7和室外墙面板8相

互平行布置，并且中间留有空隙，空隙的宽度为板内龙骨柱9的宽度，板内龙骨柱9均匀布置

在室内墙面板  7和室外墙面板8中间的空隙中，并且用工厂用钉13与室内墙面板7和室外墙

面板8相固定，在板内龙骨柱9的4个顶点处，分别布置4个保温隔声板定位柱11，保温隔声板

定位柱11分别与板内龙骨柱9以及室内墙面板7或室外墙面板8通过工厂用钉13相固定，在

每两个纵向的保温隔声板定位柱11的空隙中，放置保温隔声板10，在每两个横向的保温隔

声板定位柱11的空隙中，放置防火棉12，防火棉12充满室内墙面板7或室外墙面板8与保温

隔声板10的空隙，在室内墙面板7以及室外墙面板8的左端及右端，设置有封端板4，其长宽

高均与墙板主体平齐，在左侧的封端板4的左侧，设置有A板榫头1-1，与封端板4垂直布置，A

板榫头1-1横截面的宽度为封端板4横截面长度的三分之一，并且A板榫头1-1布置在封端板

4横截面长度方向的正中间，通过工厂用钉13与左侧封端板4固定，在右侧封端板4的右侧，

布置有两个A板榫头1-1，与右侧封端板4垂直布置，并且布置在右侧封端板4长度方向的上

三分之一和下三分之一处，通过工厂用钉13与右侧封端板4固定，右侧的两个A板榫头1-1之

间的空隙构成A板卯眼1-2，在典型模块化外墙板1的顶端和底端，布置有顶梁板5和底梁板

6，二者的覆盖范围为从左侧封端板4至右侧A板榫头1-1，顶梁板5和底梁板6通过工厂用钉

13分别与板内龙骨柱9、保温隔声板定位柱11、封端板4以及右侧的A板榫头1-1固定。室内墙

面板7和室外墙面板8优先采用OSB承重板，保温隔声板10优先采用苯板。

[0036] 如图4至图6所示，所述转角模块化外墙A板2为工厂预制构件，其与典型模块化外

墙板1的区别为：左侧的封端板4靠近室内墙面板7的一侧与板内龙骨柱9平齐，室内墙面板7

左侧仅伸至保温隔声板定位柱11。

[0037] 如图7至图9所示，所述转角模块化外墙B板3为工厂预制构件，由封端板4、顶梁板

5、底梁板6、室内墙面板7、室外墙面板8、板内龙骨柱9、保温隔声板10、保温隔声板定位柱

11、防火棉12、B板第一榫头3-1、B板第二榫头3-2组成，所述室内墙面板7和室外墙面板8相

互平行布置，并且中间留有空隙，空隙的宽度为板内龙骨柱9的宽度，板内龙骨柱9均匀布置

在室内墙面板  7和室外墙面板8中间的空隙中，并且用工厂用钉13与室内墙面板7和室外墙

面板8相固定，在板内龙骨柱9的4个顶点处，分别布置4个保温隔声板定位柱11，保温隔声板

定位柱11分别与板内龙骨柱9以及室内墙面板7或室外墙面板8通过工厂用钉13相固定，在

每两个纵向的保温隔声板定位柱11的空隙中，放置保温隔声板10，在每两个横向的保温隔

声板定位柱11的空隙中，放置防火棉12，防火棉12充满室内墙面板7或室外墙面板8与保温

隔声板10的空隙，室内墙面板7的左侧仅伸至保温隔声板定位柱11，在最左端板内龙骨柱9

的左端以及最右端板内龙骨柱9的右端，设置有封端板4，其长宽高均与墙板主体平齐，在左

侧封端板4的左侧，设置有B板第一榫头3-1，与封端板4垂直布置，B板第一榫头3-1布置在封

端板4靠近外墙面板8的一侧，通过工厂用钉13与封端板4固定，在B板第一榫头3-1的上侧，

布置有B板第二榫头3-2，B板第二榫头3-2右侧与封端板4左侧之间的距离为B板第一榫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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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的宽度，即二者之间的距离可供一个B板第一榫头3-1插入，B板第一榫头3-1、B板第二榫头

3-2以及左侧的封端板4的空隙构成B板卯眼3-3，在右侧封端板4的右侧，布置有B板第一榫

头3-1，与右侧封端板4垂直布置，并且布置在右侧封端板4长度方向的正中间，通过工厂用

钉13与右侧封端板4固定，在转角模块化外墙B板3的顶端和底端，布置有顶梁板5和底梁板

6，二者的覆盖范围为从左侧B板第二榫头3-2至右侧封端板4，顶梁板5和底梁板6通过工厂

用钉13分别与板内龙骨柱9、保温隔声板定位柱11、封端板4固定。

[0038] 如图11和图12所示，所述转角L形板15为一个L形通长的板，其厚度与室内墙面板7

的厚度一致，转角L形板15安置在转角处。

[0039] 如图1至图12所示，现场各板之间通过榫卯以及施钉连接，榫头插入卯眼后进行施

钉连接，典型模块化外墙板1的现场施钉区14为右侧两个A板榫头1-1的外侧，由外向内施

钉，以及A板卯眼1-2上端的顶梁板5，由上向下施钉；转角模块化外墙A板2的现场施钉区14

为右侧A板卯眼1-2上部所对应的顶梁板5，由上向下施钉，以及室内墙面板7左侧短于室外

墙面板8的部分的所对应的顶梁板5的位置，由上向下施钉，右侧两个A板榫头1-1的外侧，由

外向内施钉；转角模块化外墙B板3的施钉区14为B板卯眼3-3上部所对应的顶梁板5，由上向

下施钉，以及室内墙面板7左侧短于室外墙面板8的部分的所对应的顶梁板5的位置，由上向

下施钉；转角L形板15的施钉区14为L形内侧，由内向外施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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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说　明　书　附　图 5/5 页

13

CN 209975795 U

13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