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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纤维编织网增强ECC夹芯保温复合墙板

及制作方法，利用纤维编织网与ECC复合制成TRE

面板作为内、外叶墙，再将其与保温材料有机结

合起来，通过连接件FRP筋把内叶墙、保温板、外

叶墙三者连接形成整体，制备成轻质、防火、保温

隔热效果好、耐久性好的新型夹芯保温复合墙

板。通过采用TRE薄面板对夹芯墙板进行了轻量

化设计，在满足结构承载力的情况下，避免了传

统夹芯外墙板由于自重大而导致的运输和吊装

难度大等问题，也使得安装更加便利。同时，由于

TRE面板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耐久性能和裂缝

控制能力，解决了传统外墙板的抗裂能力差而导

致的脱落等问题，减少了后期的外墙维修成本保

温效果好，适用于装配式结构的外挂墙板，符合

建筑工业化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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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纤维编织网增强ECC夹芯保温复合墙板，其特征在于：它包括由外叶墙(1)、保温

板(2)和内叶墙(3)顺序排列构成的外挂式非承重墙板，所述的外叶墙(1)与内叶墙(3)等

厚，所述保温板(2)的厚度大于内外叶墙的厚度，保温板(2)中设有多个倾斜设置的孔洞，多

个倾斜设置的孔洞中插装有穿入外叶墙(1)和内叶墙(3)中的连接件(4)，连接件(4)将外叶

墙(1)、保温板(2)和内叶墙(3)三者连接成一体，三者连接成一体的墙板总厚度为130～

160mm；所述多个倾斜设置的连接件(4)成行两两相对，呈八字间隔布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纤维编织网增强ECC夹芯保温复合墙板，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保温板(2)选用XPS保温板，保温板(2)的厚度为70～100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纤维编织网增强ECC夹芯保温复合墙板，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连接件(4)选用直径为8mm、导热系数为0.69(W/(m·K))、耐腐蚀的玄武岩纤维筋

(BFRP)制做而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纤维编织网增强ECC夹芯保温复合墙板，其特征在于：所

述外叶墙(1)与内叶墙(3)的厚度均为30mm，外叶墙(1)与内叶墙(3)的面密度为1.65～

1.7g/cm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纤维编织网增强ECC夹芯保温复合墙板，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外挂式非承重墙板的板面与连接件(4)轴心的夹角为60°，连接件(4)两端插入内叶墙

(3)和外叶墙(1)的预埋深度都为18～20m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纤维编织网增强ECC夹芯保温复合墙板，其特征在于：所

述多个倾斜设置的连接件(4)成行两两相对呈八字布置的头部间隔距离L2为110mm，尾部间

隔距离L3为190mm，两端头的间隔距离L1为150mm,行间距H的间隔距离为100m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纤维编织网增强ECC夹芯保温复合墙板，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外叶墙(1)和所述内叶墙(3)均为由纤维编织网(5)与ECC基体(6)两者复合组成的纤维

编织网增强ECC面板。

8.权利要求1‑7所述任意项的一种纤维编织网增强ECC夹芯保温复合墙板的制作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按设计尺寸裁剪纤维编织网(5)，然后将连接件(4)按照设定间距插装在保温板(2)

上预留的多个孔洞中；

(2)制备ECC基体(6)，先按照重量比称好各种原材料；接着把之前称好的Sika聚羧酸高

性能减水剂倒入水中，搅拌均匀备用；然后将称好的水泥、石英砂、粉煤灰和增稠剂倒入搅

拌桶，搅拌2‑4min使各种粉状材料均匀混合；再将溶有减水剂的水缓慢倒入搅拌桶内，搅拌

6～8min，搅拌至机内拌合物呈现良好的流动性；在搅拌过程中均匀地撒入PVA短切纤维，将

PVA短切纤维全部撒入搅拌桶后继续搅拌2～3min至短切纤维无结团现象；

(3)浇筑内叶墙(3)

a.清洁木模具表面并在其四周涂刷脱模剂，然后将搅拌好的ECC基体(6)缓慢倒入木模

具内，将其表面抹平，完成第一层ECC基体(6)的铺设；

b.将第一层纤维编织网(5)按纬向受力原则用薄木条固定于模具上，再浇筑第二层ECC

基体(6)，将其表面抹平，然后铺入第二层纤维编织网(5)，用薄木条固定于模具上，最后再

浇筑第三层ECC基体(6)，将其抹平；

(4)将制备好的内叶墙(3)放置振动台上振动，待其振动均匀后立即把带有连接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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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温板(2)一面平铺在内叶墙(3)的上面，无需涂抹界面粘结剂，轻轻用力按压保温板

(2)，使保温板(2)与内叶墙(3)紧密粘结；

(5)接着在保温板(2)另一面上直接倒入ECC基体(6)，在原来木模板的基础上开始浇筑

外叶墙(1)，其浇筑步骤与浇筑内叶墙(3)的步骤相同，重复浇筑内叶墙(3)的步骤a和b，完

成外挂式非承重墙板的浇筑；

(6)将浇筑完成后的外挂非承重墙板在标准环境下养护28天后拆模，完成纤维编织网

增强ECC夹芯保温复合墙板的制作。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纤维编织网增强ECC夹芯保温复合墙板的制作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纤维编织网(5)的材料选用碳纤维编织网、玻璃纤维编织网、玄武岩纤维编

织网、芳纶纤维编织网、或混杂纤维编织网的一种。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纤维编织网增强ECC夹芯保温复合墙板的制作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ECC基体(6)的材料为42.5硅酸盐水泥、I级粉煤灰、水、石英砂、增稠剂、PVA

短切纤维和Sika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混合而成，各材料用量的重量比：42.5硅酸盐水泥为

379kg/m3，I级粉煤灰为885kg/m3，石英砂为455kg/m3，水为379kg/m3，增稠剂为1.26kg/m3，

Sika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为17.4kg/m3，PVA短切纤维掺量为26k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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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纤维编织网增强ECC夹芯保温复合墙板及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预制新型建筑节能墙体，属装配式建筑工程应用技术领域，具体

涉及一种纤维编织网增强ECC夹芯保温复合墙板及制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化进度的进一步扩张，建筑行业的能量损耗在整个社

会发展能量损耗的比重中也占据着越来越重大的地位，所以关于建筑行业的节能减排工作

显得尤为重要。

[0003] 在建筑围护结构中，外墙是与室外环境接触最多的外围护结构，也是占建筑能耗

比重较大的部分。因此，有必要对建筑的外围护墙体采用节能技术措施，改善外墙保温形

式，以实现建筑节能。

[0004] 外墙夹芯保温复合墙板，外观上类似“三明治”结构，是把保温材料置于内、外叶墙

体之间，通过连接件将三者连接在一起，是集承重、保温隔热、防火、围护或装饰一体化的新

型墙体。与内保温和外保温墙板体系相比，该墙体具有良好的防火和耐久性能，适合工业化

生产，是未来建筑围护墙体的发展趋势。

[0005] 目前，传统夹芯墙板所用的材料依旧以普通混凝土为主，导热系数大、保温效果

差、墙板厚度较厚、自重大，而且在使用过程中外墙板容易产生开裂，脱落，造成墙板耐久性

差、后期维修成本高等问题。同时，常用的金属连接件易产生热桥现象，导致热量损失。因

此，有必要采用新型的墙体材料和连接件研制出一种新型的夹芯保温复合墙板使之在建筑

物的自重、强度、热工性能等方面均具有明显的优势，以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要克服目前预制夹芯保温墙板存在的墙板自重大、易

开裂、保温效果差、耐久性差、无法实现轻质化等问题，提供一种纤维编织网增强ECC夹芯保

温复合墙板及制作方法，通过简化施工工艺，充分利用新型水泥基复合材料和FRP筋各自的

特点，进而优化夹芯保温墙板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受力关系，制备出具有轻质、保温隔热效果

好、防火性能好、耐久性好、整体性强特点的墙板。

[0007] 技术方案：本发明的一种纤维编织网增强ECC夹芯保温复合墙板，包括由外叶墙、

保温板和内叶墙顺序排列构成的外挂式非承重墙板，所述的外叶墙与内叶墙等厚，所述保

温板的厚度大于内外叶墙的厚度，保温板中设有多个倾斜设置的孔洞，多个倾斜设置的孔

洞中插装有穿入外叶墙和内叶墙中的连接件，连接件将外叶墙、保温板和内叶墙三者连接

成一体，三者连接成一体的墙板总厚度为130～160mm；所述多个倾斜设置的连接件成行两

两相对，呈八字间隔布置。

[0008] 所述的保温板选用XPS保温板，保温板的厚度为70～100mm。

[0009] 所述的连接件选用直径为8mm、导热系数为0.69(W/(m·K))、耐腐蚀的玄武岩纤维

筋(BFRP)制做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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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外叶墙与内叶墙的厚度均为30mm，外叶墙与内叶墙的面密度为1.65～1.7g/

cm3。

[0011] 所述的外挂式非承重墙板的板面与连接件轴心的夹角为60°，连接件两端插入内

叶墙和外叶墙的预埋深度都为18～20mm。

[0012] 所述多个倾斜设置的连接件成行两两相对呈八字布置的头部间隔距离L2为

110mm，尾部间隔距离L3为190mm，两端头的间隔距离L1为150mm ,行间距H的间隔距离为

100mm。

[0013] 所述的外叶墙和所述内叶墙均为由纤维编织网与ECC基体两者复合组成的纤维编

织网增强ECC面板。

[0014] 上述一种纤维编织网增强ECC夹芯保温复合墙板的制作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5] (1)按设计尺寸裁剪纤维编织网，然后将连接件按照设定间距插装在保温板上预

留的多个孔洞中；

[0016] (2)制备ECC基体，先按照重量比称好各种原材料；接着把之前称好的Sika聚羧酸

高性能减水剂倒入水中，搅拌均匀备用；然后将称好的水泥、石英砂、粉煤灰和增稠剂倒入

搅拌桶，搅拌2‑4min使各种粉状材料均匀混合；再将溶有减水剂的水缓慢倒入搅拌桶内，搅

拌6～8min，搅拌至机内拌合物呈现良好的流动性；在搅拌过程中均匀地撒入PVA短切纤维，

将PVA短切纤维全部撒入搅拌桶后继续搅拌2～3min至短切纤维无结团现象；

[0017] (3)浇筑内叶墙

[0018] a .清洁木模具表面并在其四周涂刷脱模剂，然后将搅拌好的ECC基体缓慢倒入木

模具内，将其表面抹平，完成第一层ECC基体的铺设；

[0019] b.将第一层纤维编织网按纬向受力原则用薄木条固定于模具上，再浇筑第二层

ECC基体(6)，将其表面抹平，然后铺入第二层纤维编织网，用薄木条固定于模具上，最后再

浇筑第三层ECC基体，将其抹平；

[0020] (4)将制备好的内叶墙放置振动台上振动，待其振动均匀后立即把带有连接件的

保温板一面平铺在内叶墙的上面，无需涂抹界面粘结剂，轻轻用力按压保温板，使保温板与

内叶墙紧密粘结；

[0021] (5)接着在保温板另一面上直接倒入ECC基体，在原来木模板的基础上开始浇筑外

叶墙(1)，其浇筑步骤与浇筑内叶墙的步骤相同，重复浇筑内叶墙的步骤a和b，完成外挂式

非承重墙板的浇筑；

[0022] (6)将浇筑完成后的外挂非承重墙板在标准环境下养护28天后拆模，完成纤维编

织网增强ECC夹芯保温复合墙板的制作。

[0023] 所述的纤维编织网的材料选用碳纤维编织网、玻璃纤维编织网、玄武岩纤维编织

网、芳纶纤维编织网、或混杂纤维编织网的一种。

[0024] 所述ECC基体的材料为42.5硅酸盐水泥、I级粉煤灰、水、石英砂、增稠剂、PVA短切

纤维和Sika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混合而成，各材料用量的重量比：42 .5硅酸盐水泥为

379kg/m3，I级粉煤灰为885kg/m3，石英砂为455kg/m3，水为379kg/m3，增稠剂为1.26kg/m3，

Sika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为17.4kg/m3，PVA短切纤维掺量为26kg/m3。

[0025] 有益效果：本发明选用新型的墙体材料纤维编织网增强ECC(简称TRE)和玄武岩纤

维复合(简称BFRP)筋连接件，结合优质的保温材料，将三者有机的组合起来，形成三明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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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克服了目前预制夹芯保温墙板存在的墙板自重大、易开裂、保温效果差、耐久性差、无法

实现轻质化等问题，具有集多种功能于一体，具有轻质、抗裂、抗震、防火、保温隔声、耐久性

好等优势。通过简化施工工艺，充分利用新型水泥基复合材料和FRP筋各自的特点，进而优

化夹芯保温墙板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受力关系，制备出具有轻质、保温隔热效果好、防火性能

好、耐久性好、整体性强特点的墙板，适用于大多数工程环境，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与现有

技术相比的主要优点有：

[0026] (1)将具有应变硬化和多缝开裂特征的ECC与具有高强度、良好的韧性和耐久性的

纤维编织网复合形成TRE。该TRE面板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耐久性能和裂缝控制能力。将其

作为墙板材料，可减少后期外墙维修成本。

[0027] (2)用纤维编织网取代了钢筋，其保护层厚度仅需满足粘结锚固的要求，且耐腐蚀

能力强，不用考虑传统墙板因放入钢筋而产生的锈蚀问题。整个墙板无配筋，这极大降低了

夹芯保温墙板的自重和成本，真正做到了节能高效环保。

[0028] (3)具有导热系数低、密度小、强度高、耐腐蚀、造价低的BFRP筋连接件将保温板、

内外叶墙三者连成整体，呈斜向八字型插入，保温板的板面与BFRP筋轴心的夹角为60°，可

有效地传递面内剪切荷载，还避免了垂直插入导致其刚度的浪费，克服了传统连接件所产

生的热桥效应、应力集中现象。同时，连接件的两端部分埋入但并不穿透外叶墙和内叶墙，

这样不会产生过多的冷桥。

[0029] (4)该墙板可在工厂预制成型，根据实际尺寸需要进行设计生产，工程质量有保

证。通过墙体材料本身的性能及连接件来保证墙板的强度、稳定性和安全性，无需再依托轻

钢龙骨或铺设钢筋网，使用时可直接运至现场吊装，安装步骤简单，施工速度快、周期短，造

价低，建筑能耗少，产生的建筑垃圾少，有利于环境的保护，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实用价

值。

附图说明

[0030]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2是连接件的布置分布以及间距示意图。

[0032] 图中：外叶墙‑1，保温层‑2，内叶墙‑3，连接件‑4，纤维编织网‑5，ECC基体‑6。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附图中的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4] 图1所示，本发明的纤维编织网增强ECC夹芯保温复合墙板，主要由外叶墙1、保温

板2和内叶墙3顺序排列构成的外挂式非承重墙板，所述的外叶墙1与内叶墙3等厚，所述保

温板2的厚度大于内外叶墙的厚度，所述的外叶墙1和所述内叶墙3均为由纤维编织网5与

ECC基体6两者复合组成的纤维编织网增强ECC面板(简称TRE面板)。所述的保温板2选用XPS

保温板，保温板2的厚度为70～100mm，夹在外叶墙1和内叶墙3之间，起到保温隔热作用，且

保温板2上贯穿多个连接件4；保温板2中设有多个倾斜设置的孔洞，多个倾斜设置的孔洞中

插装有穿入外叶墙1和内叶墙3中的连接件4，所述的连接件4选用直径为8mm、导热系数为

0.69(W/(m·K))、耐腐蚀的玄武岩纤维筋(BFRP)制做而成。连接件4将外叶墙1、保温板2和

内叶墙3三者连接成一体，三者连接成一体的墙板总厚度为130～160mm；所述多个倾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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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连接件4成行两两相对，呈八字间隔布置。多个倾斜设置的连接件4成行两两相对呈八字

布置的头部间隔距离L2为110mm，尾部间隔距离L3为190mm，两端头的间隔距离L1为150mm,

行间距H的间隔距离为100mm。所述的外挂式非承重墙板的板面与连接件4轴心的夹角为

60°，连接件4两端插入内叶墙3和外叶墙1的预埋深度都为18～20mm。所述外叶墙1与内叶墙

3的厚度均为30mm，外叶墙1与内叶墙3的面密度为1.65～1.7g/cm3，作为该夹芯墙板的结构

层。

[0035] 本发明的纤维编织网增强ECC夹芯保温复合墙板的制作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6] (1)按设计尺寸裁剪纤维编织网5，然后将连接件4按照设定间距插装在保温板2上

预留的多个孔洞中；

[0037] (2)制备ECC基体6，先按照重量比称好各种原材料；接着把之前称好的Sika聚羧酸

高性能减水剂倒入水中，搅拌均匀备用；然后将称好的水泥、石英砂、粉煤灰和增稠剂倒入

搅拌桶，搅拌2‑4min使各种粉状材料均匀混合；再将溶有减水剂的水缓慢倒入搅拌桶内，搅

拌6～8min，搅拌至机内拌合物呈现良好的流动性；在搅拌过程中均匀地撒入PVA短切纤维，

将PVA短切纤维全部撒入搅拌桶后继续搅拌2～3min至短切纤维无结团现象；

[0038] (3)浇筑内叶墙3

[0039] a.清洁木模具表面并在其四周涂刷脱模剂，然后将搅拌好的ECC基体6缓慢倒入木

模具内，将其表面抹平，完成第一层ECC基体6的铺设；

[0040] b.将第一层纤维编织网5按纬向受力原则用薄木条固定于模具上，再浇筑第二层

ECC基体6，将其表面抹平，然后铺入第二层纤维编织网5，用薄木条固定于模具上，最后再浇

筑第三层ECC基体6，将其抹平；所述的纤维编织网5的材料选用碳纤维编织网、玻璃纤维编

织网、玄武岩纤维编织网、芳纶纤维编织网、或混杂纤维编织网的一种。所述ECC基体6的材

料为42.5硅酸盐水泥、I级粉煤灰、水、石英砂、增稠剂、PVA短切纤维和Sika聚羧酸高性能减

水剂混合而成，各材料用量的重量比：42.5硅酸盐水泥为379kg/m3，I级粉煤灰为885kg/m3，

石英砂为455kg/m3，水为379kg/m3，增稠剂为1 .26kg/m3，Sika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为

17.4kg/m3，PVA短切纤维掺量为26kg/m3。

[0041] (4)将制备好的内叶墙3放置振动台上振动，待其振动均匀后立即把带有连接件4

的保温板2一面平铺在内叶墙3的上面，无需涂抹界面粘结剂，轻轻用力按压保温板2，使保

温板2与内叶墙3紧密粘结；

[0042] (5)接着在保温板2另一面上直接倒入ECC基体6，在原来木模板的基础上开始浇筑

外叶墙1，其浇筑步骤与浇筑内叶墙3的步骤相同，重复浇筑内叶墙3的步骤a和b，完成外挂

式非承重墙板的浇筑；

[0043] (6)将浇筑完成后的外挂非承重墙板在标准环境下养护28天后拆模，完成纤维编

织网增强ECC夹芯保温复合墙板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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