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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是一种聚苯颗粒、胶泥混合物施工工

艺，工艺流程：定位放线→绑扎墙板钢筋→隐检

→绑扎钢筋保护层垫块、固定顶模棍→安装门窗

洞及预留洞口模板→从墙角开始安装保温板→

非整块保温板下料切锯→保温板就位固定→接

缝处理→设置“L”型预埋筋→隐检→支墙模→穿

墙螺栓孔洞处理→浇筑混凝土→拆模→清理保

温板面浮浆。本发明节约施工时间、不受季节影

响；增大空间使用面积；减少建筑垃圾和环境污

染，建筑材料可重复利用；拉动其它新型建材行

业的发展；抗震性能好；使用中易于改造、灵活方

便；给人带来舒适感等等。同时钢结构构件在工

厂预制好，到现场拼装，可以节约大量的现场施

工成本，工程质量易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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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聚苯颗粒、胶泥混合物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

工艺流程：定位放线→绑扎墙板钢筋→隐检→绑扎钢筋保护层垫块、固定顶模棍→安

装门窗洞及预留洞口模板→从墙角开始安装保温板→非整块保温板下料切锯→保温板就

位固定→接缝处理→设置“L”型预埋筋→隐检→支墙模→穿墙螺栓孔洞处理→浇筑混凝土

→拆模→清理保温板面浮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聚苯颗粒、胶泥混合物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

绑扎钢筋达到横平竖直，无扭曲变形，薄弱部位采用粗钢筋进行加固，外墙模板是大模

板或滑动模板。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聚苯颗粒、胶泥混合物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

保温板的具体情况如下：

1)保温板的高度：首层为层高+5cm，首层以上为层高+3cm，保证保温板只在每层的层间

出现一次拼缝，其它位置均不必进行水平缝拼接；

2)保温板顶层为实际剩余高度；

3)用于找补的保温板可根据现场实量尺寸精确下料，下长料时先在保温板上弹位置

线，下短料时用钢尺垫着，使用较薄的钢锯条切锯，缝口越直越好；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定

型加工，现场直接拼装；

4)用木板适当拍打保温板使其就位，然后在绑扎垫块的地方设置“L”型预埋筋，上下间

距600～900cm，左右间距600mm；

5)为了防止安装模板时过分压缩保温板，导致墙体钢筋没有保护层，必须在钢筋骨架

与保温板之间绑扎垫块，并且在钢筋固定顶模棍；

6)无论用于何处，保温板必须横向就位，即凹槽水平；

7)保温板的拼缝应企口搭接，用火烧丝将两侧保温板的钢丝网拉紧，使保温之间的缝

隙越小越好，收好部位必须粘贴海绵条的处理；

保温板的水平和竖向拼缝处要附加连接平网，“U”型8#镀锌铅丝穿过保温板与墙体内

侧钢筋缠绕绑扎。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聚苯颗粒、胶泥混合物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

保温板在转角处及门窗等洞口必须设置角网，且宜在抹灰时设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聚苯颗粒、胶泥混合物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

保温板角部火烧丝、“U”型铅丝处保温板下宜收得太紧，以免过度压缩，混凝土浇筑的

侧压力无法使其恢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聚苯颗粒、胶泥混合物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

在浇筑混凝土之前，为了防止泵管下料时砼进入模板与保温板之间，导致保温板变形，

在保温板上口应设置木枋盖板或“U”型镀锌铁皮护套，浇砼时应在模板口设置导流板，使混

凝土有续下落。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聚苯颗粒、胶泥混合物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

浇筑混凝土采用分层浇筑、分层振捣，分层高度控制在50cm以内，振捣不得接触保温

板；混凝土养护至达到要求强度后拆除模板，拆模后，清理板面浮浆、海绵条，穿墙螺栓留下

的孔洞，应填塞掺膨胀剂的聚苯保温砂浆封堵。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聚苯颗粒、胶泥混合物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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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墙抹灰如下：

(1)保温板抹灰前要进行界面处理并养护，如果在出厂时已完成界面处理，则应认真清

理板面灰尖、松动的聚茶板、污垢杂物；

(2)检查所有拼缝和收头部位的附加角网、平网是否全部设置并绑扎牢固；

(3)抹灰分三层，包括底层、中层和罩面层，底层12～15mm盖住钢丝网；中层8～10mm；罩

面层3～5mm，总厚度不小于25mm；

砂浆的配比底层与中间层宜比较接近，并应掺入适量的高效防水建筑胶，砂浆配合重

量比为：砂的含泥量小于1％；底层：LD816：水泥(PO .32 .5)：中砂＝1:10:25(中砂颗粒≤

5mm)；罩面层：1:2.5水泥砂浆(中细砂)，掺水泥重量1％的防裂剂；

每层抹灰的间隔时间不少于24h，每层砂浆终凝后均应洒水养护，使表面保持湿润；暑

天施工时，若砂浆凝结速度太快，可通过试验掺加柠檬酸以延长凝结时间，但最多不得超过

水泥用量的0.4％；同时应控制好作业面的大小，否则不能控制在砂浆凝结前完成找平和表

面搓毛，而导致砂浆表面强度降低，另外应选择没有阳光曝晒的时段施工；

在中间层和面层砂浆抹灰施工时，应根据建筑物外立面分格效果要求，合理留设外墙

分格缝，原则上水平分格缝的间距不宜超过2m，最大应控制在3m以内，垂直分格缝最大间距

不宜超过5m，设置在门窗洞口边；门窗洞口周边侧面，抹保温砂浆避免局部产生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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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聚苯颗粒、胶泥混合物施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装配式现代建筑领域，具体说是一种聚苯颗粒、胶泥混合物施工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装配式建筑在国内的发展，作为一种新型的结构体系，它能够适应现代工程

建筑结构向大跨、高耸、重载发展和承受恶劣条件的需要，符合现代施工技术的工业化要

求，因而正在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单层和多层工业厂房柱、设备构造柱、各种支架、栈桥

柱、地铁柱、送变电杆塔、桁架压杆、桩、大跨和空间结构、商业广场、多层办公楼及住宅、高

层和超高层建筑以及桥梁结构中。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节约施工时间、不受季节影响；增大空间使用面积；减少建筑垃圾

和环境污染，建筑材料可重复利用；拉动其它新型建材行业的发展；抗震性能好；使用中易

于改造、灵活方便；给人带来舒适感等等。同时钢结构构件在工厂预制好，到现场拼装，可以

节约大量的现场施工成本，工程质量易于控制。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聚苯颗粒、胶泥混合物施工工艺，工艺流程：

[0006] 定位放线→绑扎墙板钢筋→隐检→绑扎钢筋保护层垫块、固定顶模棍→安装门窗

洞及预留洞口模板→从墙角开始安装保温板→非整块保温板下料切锯→保温板就位固定

→接缝处理→设置“L”型预埋筋→隐检→支墙模→穿墙螺栓孔洞处理→浇筑混凝土→拆模

→清理保温板面浮浆。

[0007] 绑扎钢筋达到横平竖直，无扭曲变形，薄弱部位采用粗钢筋进行加固，外墙模板是

大模板或滑动模板。

[0008] 保温板的具体情况如下：

[0009] 1)保温板的高度：首层为层高+5cm，首层以上为层高+3cm，保证保温板只在每层的

层间出现一次拼缝，其它位置均不必进行水平缝拼接；

[0010] 2)保温板顶层为实际剩余高度；

[0011] 3)用于找补的保温板可根据现场实量尺寸精确下料，下长料时先在保温板上弹位

置线，下短料时用钢尺垫着，使用较薄的钢锯条切锯，缝口越直越好；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

定型加工，现场直接拼装；

[0012] 4)用木板适当拍打保温板使其就位，然后在绑扎垫块的地方设置“L”型预埋筋，上

下间距600～900cm，左右间距600mm；

[0013] 5)为了防止安装模板时过分压缩保温板，导致墙体钢筋没有保护层，必须在钢筋

骨架与保温板之间绑扎垫块，并且在钢筋固定顶模棍；

[0014] 6)无论用于何处，保温板必须横向就位，即凹槽水平；

[0015] 7)保温板的拼缝应企口搭接，用火烧丝将两侧保温板的钢丝网拉紧，使保温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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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缝隙越小越好，收好部位必须粘贴海绵条的处理。

[0016] 保温板的水平和竖向拼缝处要附加连接平网，“U”型8#镀锌铅丝穿过保温板与墙

体内侧钢筋缠绕绑扎。

[0017] 本发明的优点是：

[0018] 1、大大节约施工时间、不受季节影响。

[0019] 2、增大空间使用面积；减少建筑垃圾和环境污染，建筑材料可重复利用。

[0020] 3、拉动其它新型建材行业的发展；抗震性能好。

[0021] 4、使用中易于改造、灵活方便；给人带来舒适感。

[0022] 5、钢结构构件在工厂预制好，到现场拼装，可以节约大量的现场施工成本，工程质

量易于控制。

[0023] 6、导热系数低、抗裂性能强、无毒、无污染、防火、成本低、施工简单。

[0024] 7、防火、隔音、透气、耐冻融、防水性能良好。

[0025] 8、质量稳定可靠，容重轻，耐老化性能好。具有良好的保温隔热性能。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对本发明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7] 一种聚苯颗粒、胶泥混合物施工工艺，工艺流程：定位放线→绑扎墙板钢筋→隐检

→绑扎钢筋保护层垫块、固定顶模棍→安装门窗洞及预留洞口模板→从墙角开始安装保温

板→非整块保温板下料切锯→保温板就位固定→接缝处理→设置“L”型预埋筋→隐检→支

墙模→穿墙螺栓孔洞处理→浇筑混凝土→拆模→清理保温板面浮浆。

[0028] 操作要点：钢筋绑扎必须符合验收要求，达到横平竖直，无扭曲变形，薄弱部位采

用粗钢筋进行加固。外墙模板必须是大模板或滑动模板。

[0029] 保温板的下料：

[0030] (1)保温板的高度：首层为层高+5cm，首层以上为层高+3cm(企口高度2.5cm+变形

0.5cm)，这样可以保证保温板只在每层的层间出现一次拼缝，其它位置均不必进行水平缝

拼接；

[0031] (2)另外，保温板顶层为实际剩余高度；

[0032] (3)用于找补的保温板可根据现场实量尺寸精确下料，下长料时一定要先在保温

板上弹位置线，下短料时用钢尺垫着，使用较薄的钢锯条切锯，缝口越直越好。另外，也可根

据实际需要定型加工，现场直接拼装。

[0033] (4)用木板适当拍打保温板使其就位，然后在绑扎垫块的地方设置“L”型预埋筋，

上下间距600～900cm，左右间距600mm。

[0034] (5)为了防止安装模板时过分压缩保温板，导致墙体钢筋没有保护层，必须在钢筋

骨架与保温板之间绑扎垫块，并且在钢筋固定顶模棍。无论用于何处，保温板必须横向就

位，即凹槽水平。保温板的拼缝应企口搭接，用火烧丝将两侧保温板的钢丝网拉紧，使保温

之间的缝隙越小越好，收好部位必须粘贴海绵条的处理；保温板的水平和竖向拼缝处要附

加连接平网，“U”型8#镀锌铅丝穿过保温板与墙体内侧钢筋缠绕绑扎；保温板在转角处及门

窗等洞口必须设置角网，且宜在抹灰时设置；角部火烧丝、“U”型铅丝处保温板下宜收得太

紧，以免过度压缩，混凝土浇筑的侧压力无法使其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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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在浇筑混凝土之前，为了防止泵管下料时砼进入模板与保温板之间，导致保温板

变形，在保温板上口应设置木枋盖板或“U”型镀锌铁皮护套，浇砼时应在模板口设置导流

板，使混凝土有续下落。

[0036] 墙体混凝土分层浇筑、分层振捣。分层高度严格控制在50cm以内，振捣不得接触保

温板，以免坏聚苯板。

[0037] 混凝土养护至达到要求强度后拆除模板。拆模后，清理板面浮浆、海绵条。穿墙螺

栓留下的孔洞，应填塞掺膨胀剂的聚苯保温砂浆封堵。外墙抹灰如下：

[0038] (1)保温板抹灰前要进行界面处理并养护。如果在出厂时已完成界面处理，则应认

真清理板面灰尖、松动的聚茶板、污垢等杂物。

[0039] (2)检查所有拼缝和收头部位的附加角网、平网是否全部设置并绑扎牢固，不得溃

漏。

[0040] (3)抹灰分三层、底层、中层和罩面层，底层12～15mm盖住钢丝网；中层8～10mm；罩

面层3～5mm，总厚度不小于25mm；

[0041] 砂浆的配比底层与中间层宜比较接近，并应掺入适量的高效防水建筑胶。(以立德

尔LD816原胶为例)砂浆配合比(重量比)为：(砂的含泥量小于1％)底层：LD816：水泥

(PO.32.5)：中砂＝1:10:25(中砂颗粒≤5mm)；罩面层：1:2.5水泥砂浆(中细砂)，掺水泥重

量1％的防裂剂。

[0042] 每层抹灰的间隔时间不少于24h，每层砂浆终凝后均应洒水养护，使表面保持湿

润，避免脱水。暑天施工时，若砂浆凝结速度太快，可通过试验掺加柠檬酸以延长凝结时间，

但最多不得超过水泥用量的0.4％。同时应控制好作业面的大小，否则不能控制在砂浆凝结

前完成找平和表面搓毛，而导致砂浆表面强度降低，另外应选择没有阳光曝晒的时段施工。

[0043] 在中间层和面层砂浆抹灰施工时，应根据建筑物外立面分格效果要求，合理留设

外墙分格缝，原则上水平分格缝的间距不宜超过2m，最大应控制在3m以内，垂直分格缝最大

间距不宜超过5m，宜设置在门窗洞口边。

[0044] 门窗洞口周边侧面，要根据设计要求抹保温砂浆或采取其它措施，避免局部产生

热桥。尽量避免在高温、风干及冬期施工。，

[0045] 外墙贴面如下：

[0046] (1)外保温抹灰的洒水养护工作必须保证抹灰至少有3天的湿润时间，在抹灰层达

到较高的强度，收缩变形基本完成后，方可进行外贴面施工，并提前一天将基层洒水湿润。

[0047] (2)贴面砖的水泥腻予与面层抹灰的强度相差不宜太大，水泥腻子的配合比为：

LD816：水泥(PO.42.5)：超细砂＝1:6:6

[0048] (3)外墙贴面砖后应及时洒水养护，保护面砖和基层湿润7天。

[0049] (4)分格缝的做法：外墙面砖的分格缝应与基层一致，在分格缝处填塞发泡聚乙烯

棒，其直径应为缝宽的1.3倍左右，分两次色填嵌缝胶，深度达钢丝网。嵌缝胶必须勾填密

实，使水无法进入。

[0050] 外墙涂料如下：

[0051] 外墙涂料尽量推迟施工时间，以保证墙面干燥，抹灰层能量得以充分释放，局部裂

纹充分发展并稳定后，用弹性腻子嵌填刮平。涂料选用高性能、高弹性防水涂料。若用普通

涂料，要在表面抹抗裂砂浆加耐碱玻纤网格布(网孔3.5mm～5mm)，厚度约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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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材料及设备选择，钢丝网架聚苯乙稀保温板、连接平网、连接角网、“U”型8#镀锌铅

丝、“L”型预埋筋(Φ6)、蛇头剪、钢锯条、木板、20#  火烧丝、考虑钳、直尺、3m卷尺、界面剂

(如EC-1)、建筑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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