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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装配式建筑结构、保温、

装饰一体化外墙，包括外墙墙体,所述外墙墙体

由外至内依次包括外装饰层、防水层、保暖层、受

力层和内装饰层，所述外墙墙体的顶部和底部均

预设有钢筋连接孔，所述外墙墙体的相对侧壁上

分别设有第一连接块和第二连接块，所述第一连

接块和第二连接块的宽度为外墙墙体的宽度的

1/2，所述第一连接块和第二连接块上设有竖直

的安装通孔；所述第一连接块上均布设有多个限

位凹槽和安装槽，所述限位凹槽与所述安装槽交

错设置，且该安装槽位于外墙墙体的内侧壁一

侧，所述第二连接块上设有与所述限位凹槽相匹

配的卡块。具有便于安装和美观的优点。本发明

还公开了一种装配式建筑结构、保温、装饰一体

化外墙的浇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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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装配式建筑结构、保温、装饰一体化外墙，包括外墙墙体,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墙

墙体由外至内依次包括外装饰层、防水层、保暖层、受力层和内装饰层，所述外墙墙体的顶

部和底部均预设有钢筋连接孔，所述外墙墙体的相对侧壁上分别设有第一连接块和第二连

接块，所述第一连接块和第二连接块的宽度为所述外墙墙体的宽度的1/2，所述第一连接块

的一侧壁与所述外墙墙体的内侧壁处于同一平面，所述第二连接块的一侧壁与所述外墙墙

体的外侧壁处于同一平面，所述第一连接块和第二连接块上设有竖直的安装通孔；所述第

一连接块的一侧壁上均布设有多个限位凹槽，所述第一连接块的另一侧壁上设有安装槽，

所述限位凹槽与所述安装槽交错设置，且该安装槽位于外墙墙体的内侧壁一侧，所述第二

连接块上设有与所述限位凹槽相匹配的卡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建筑结构、保温、装饰一体化外墙，其特征在于，所述外

装饰层为涂料层；所述防水层为防水涂料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建筑结构、保温、装饰一体化外墙，其特征在于，所述保

暖层的原料包括如下重量组分比的原料：

选用强度不低于42.5等级的硅酸盐水泥  150-300份；

粗砂河沙  350-500份；

惰性材料  10-30份；

聚羧酸系减水剂  80-120份；

改性再生橡胶粉  3-7份；

水  300-350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建筑结构、保温、装饰一体化外墙，其特征在于，所述受

力层的原料包括如下重量组分比的原料：

选用强度不低于42.5等级的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600-900份；

430#钢纤维200-400份；其中直径小于0.18mm、抗拉强度不得低于2000MPa的60-120份，

直径在0.2mm-0.25mm、抗拉强度不得低于2000MPa的90-210份，直径大于0.3mm、抗拉强度不

得低于2000MPa的  50-70份；

聚羧酸系减水剂  50-60份；

中砂河沙  600-850份；

惰性材料  20-45份；

水  300-350份。

5.一种如权利要求1-4任意一项所述的装配式建筑结构、保温、装饰一体化外墙的浇注

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0、混合保暖层和受力层的各个重量组分比，静置30-40分钟

S20、搅拌步骤S10中的到的混合物；

S30、浇注保暖层，该保暖层的厚度为2-4cm；

S40、静置保暖层1-3小时；

S50、浇注受力层，

S60、静置受力层，待外墙墙体内的水分干燥后脱模。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建筑结构、保温、装饰一体化外墙的浇注方法，其特征

在于，脱模后还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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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0、依次涂抹防水涂料、外装饰层的涂层；

S80、粉刷内装置层，并根据客户或设计需求粉刷处相应图案；

S90、静置外墙墙体，使得防水涂料、外装饰层的涂层和内装饰层的涂料晾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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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装配式建筑结构、保温、装饰一体化外墙及浇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装配式建筑技术领域，具体来说，涉及一种装配式建筑结构、保温、装

饰一体化外墙及浇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的外墙大多通过在现场打造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效率低，并且，建

筑外墙装饰或质感差，另外存在造价高和厚重的问题。传统的生产和建筑工艺，装配效率较

低，施工周期长，以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对的要求效率

[0003] 为了提高外墙的美观程度，需要后期在外墙上黏贴瓷砖或粉刷涂料，但是在施工

过程中，存在瓷砖脱落的风险。随着，我国地产行业的兴盛和高要求，现有技术需要亟待改

进。

[0004] 因此，需要提供一种技术方案，来解决现有技术中的不足。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装配式建筑结构、保温、装饰一体

化外墙及浇注方法，具有便于安装和美观的优点。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装配式建筑结构、保温、装饰一

体化外墙，包括外墙墙体,所述外墙墙体由外至内依次包括外装饰层、防水层、保暖层、受力

层和内装饰层，所述外墙墙体的顶部和底部均预设有钢筋连接孔，所述外墙墙体的相对侧

壁上分别设有第一连接块和第二连接块，所述第一连接块和第二连接块的宽度为所述外墙

墙体的宽度的1/2，所述第一连接块的一侧壁与所述外墙墙体的内侧壁处于同一平面，所述

第二连接块的一侧壁与所述外墙墙体的外侧壁处于同一平面，所述第一连接块和第二连接

块上设有竖直的安装通孔；所述第一连接块的一侧壁上均布设有多个限位凹槽，所述第一

连接块的另一侧壁上设有安装槽，所述限位凹槽与所述安装槽交错设置，且该安装槽位于

外墙墙体的内侧壁一侧，所述第二连接块上设有与所述限位凹槽相匹配的卡块。

[0007] 优选的，所述外装饰层为涂料层；所述防水层为防水涂料层。

[0008] 优选的，所述保暖层的原料包括如下重量组分比的原料：

[0009] 选用强度不低于42.5等级的硅酸盐水泥150-300份；

[0010] 粗砂河沙350-500份；

[0011] 惰性材料10-30份；

[0012] 聚羧酸系减水剂80-120份；

[0013] 改性再生橡胶粉3-7份；

[0014] 水300-350份。

[0015] 优选的，所述受力层的原料包括如下重量组分比的原料：

[0016] 选用强度不低于42.5等级的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600-900份；

[0017] 430#钢纤维200-400份；其中直径小于0.18mm、抗拉强度不得低于2000MPa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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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份，直径在0.2mm-0.25mm、抗拉强度不得低于2000MPa的90-210份，直径大于0.3mm、抗拉

强度不得低于2000MPa的50-70份；

[0018] 聚羧酸系减水剂50-60份；

[0019] 中砂河沙600-850份；

[0020] 惰性材料20-45份；

[0021] 水300-350份。

[0022] 外墙墙体的保温层选用强度不低于42.5等级的硅酸盐水泥150-300份；粗砂河沙

350-500份；惰性材料10-30份；聚羧酸系减水剂80-120份；改性再生橡胶粉3-7份；水300-

350份，选用硅酸盐水泥具有一定的保温功能，其中改性再生橡胶粉、聚羧酸系减水剂具有

一定的防水性能；受力层选用强度不低于42.5等级的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600-

900份；430#钢纤维200-400份；其中直径小于0.18mm、抗拉强度不得低于2000MPa的60-120

份，直径在0.2mm-0.25mm、抗拉强度不得低于2000MPa的90-210份，直径大于0.3mm、抗拉强

度不得低于2000MPa的50-70份；聚羧酸系减水剂50-60份；中砂河沙600-850份；惰性材料

20-45份；水300-350份，在混合物中添加钢纤维是为了使得外墙墙体在浇注好以后具有两

个抗拉性、韧性，避免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裂缝等现象，为了美观在外墙墙体的外侧设置了外

装饰层，在外墙墙体的内侧设置了内装饰层；同时了使得外墙墙体与墙体之间安装后的美

观在外墙墙体的两侧分别设置了第一连接块和第二连接块，第一连接块和第二连接块为外

墙墙体的宽度的1/2，使得拼装后的外墙墙体之间连接间隙更小，且外表更加美观。

[0023] 一种如上所述的任意一项所述的装配式建筑结构、保温、装饰一体化外墙的浇注

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4] S10、混合保暖层和受力层的各个重量组分比，静置30-40分钟

[0025] S20、搅拌步骤S10中的到的混合物；

[0026] S30、浇注保暖层，该保暖层的厚度为2-4cm；

[0027] S40、静置保暖层1-3小时；

[0028] S50、浇注受力层，

[0029] S60、静置受力层，待外墙墙体内的水分干燥后脱模。

[0030] 优选的，S70、依次涂抹防水涂料、外装饰层的涂层；

[0031] S80、粉刷内装置层，并根据客户或设计需求粉刷处相应图案；

[0032] S90、静置外墙墙体，使得防水涂料、外装饰层的涂层和内装饰层的涂料晾干。

[0033] 在浇注时，将保暖层和受力层的混合物静置处理，是为了使得气体跑出，同时为了

进一步避免浇注时产生气泡，静置后进行二次搅拌，浇筑时将保暖层的厚度控制在2-4cm之

间，避免受力层过薄影响外墙墙体的承重，待外墙墙体内的水分充分蒸发后，将其脱模，脱

模后在其外侧壁上涂覆防水层和外装饰层，内侧壁上涂抹内装饰层。

[003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35] (1)外墙墙体的保温层选用强度不低于42.5等级的硅酸盐水泥150-300份；粗砂河

沙350-500份；惰性材料10-30份；聚羧酸系减水剂80-120份；改性再生橡胶粉3-7份；水300-

350份，选用硅酸盐水泥具有一定的保温功能，其中改性再生橡胶粉、聚羧酸系减水剂具有

一定的防水性能；受力层选用强度不低于42.5等级的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600-

900份；430#钢纤维200-400份；其中直径小于0.18mm、抗拉强度不得低于2000MPa的6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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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直径在0.2mm-0.25mm、抗拉强度不得低于2000MPa的90-210份，直径大于0.3mm、抗拉强

度不得低于2000MPa的50-70份；聚羧酸系减水剂50-60份；中砂河沙600-850份；惰性材料

20-45份；水300-350份，在混合物中添加钢纤维是为了使得外墙墙体在浇注好以后具有两

个抗拉性、韧性，避免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裂缝等现象，为了美观在外墙墙体的外侧设置了外

装饰层，在外墙墙体的内侧设置了内装饰层；同时了使得外墙墙体与墙体之间安装后的美

观在外墙墙体的两侧分别设置了第一连接块和第二连接块，第一连接块和第二连接块为外

墙墙体的宽度的1/2，使得拼装后的外墙墙体之间连接间隙更小，且外表更加美观。

[0036] (2)在浇注时，将保暖层和受力层的混合物静置处理，是为了使得气体跑出，同时

为了进一步避免浇注时产生气泡，静置后进行二次搅拌，浇筑时将保暖层的厚度控制在2-

4cm之间，避免受力层过薄影响外墙墙体的承重，待外墙墙体内的水分充分蒸发后，将其脱

模，脱模后在其外侧壁上涂覆防水层和外装饰层，内侧壁上涂抹内装饰层。

附图说明

[0037] 图1是本发明所述的装配式建筑结构的实施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8] 图2是本发明所述的装配式建筑结构的实施例的立体侧式结构示意图；

[0039] 图3是本发明所述的装配式建筑结构的实施例的外墙墙体的层状结构示意图；

[0040] 图4是本发明所述的装配式建筑结构的实施例的外墙墙体组合结构示意图；

[0041] 附图标记说明：

[0042] 1、外墙墙体；1-1、外装饰层；1-2、防水层；1-3、保暖层；1-4、受力层；1-5、内装饰

层；1-6、钢筋连接孔；2、第一连接块；3、第二连接块；4、安装通孔；2-1、限位凹槽；2-2、安装

槽；3-1、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详细说明。

[0044] 实施例1：

[0045] 如图1-4所示，一种装配式建筑结构、保温、装饰一体化外墙，包括外墙墙体1,所述

外墙墙体1由外至内依次包括外装饰层1-1、防水层1-2、保暖层1-3、受力层1-4和内装饰层

1-5，所述外墙墙体1的顶部和底部均预设有钢筋连接孔1-6，所述外墙墙体1的相对侧壁上

分别设有第一连接块2和第二连接块3，所述第一连接块2和第二连接块3的宽度为所述外墙

墙体1的宽度的1/2，所述第一连接块2的一侧壁与所述外墙墙体1的内侧壁处于同一平面，

所述第二连接块3的一侧壁与所述外墙墙体1的外侧壁处于同一平面，所述第一连接块2和

第二连接块3上设有竖直的安装通孔4；所述第一连接块2的一侧壁上均布设有多个限位凹

槽2-1，所述第一连接块2的另一侧壁上设有安装槽2-2，所述限位凹槽2-1与所述安装槽2-2

交错设置，且该安装槽2-2位于外墙墙体1的内侧壁一侧，所述第二连接块3上设有与所述限

位凹槽2-1相匹配的卡块3-1。

[0046] 实施例2：

[0047] 如图1-4所示，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所述外装饰层1-1为涂料层；所述防

水层1-2为防水涂料层。

[0048] 实施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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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或实施例2的基础上，所述保暖层1-3的原料包括如下重量组

分比的原料：

[0050] 选用强度不低于42.5等级的硅酸盐水泥150-300份；

[0051] 粗砂河沙350-500份；

[0052] 惰性材料10-30份；

[0053] 聚羧酸系减水剂80-120份；

[0054] 改性再生橡胶粉3-7份；

[0055] 水300-350份。

[0056] 实施例4：

[0057]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3的基础上，所述保暖层1-3的原料包括如下重量组分比的原

料：

[0058] 选用强度不低于42.5等级的硅酸盐水泥150份；

[0059] 粗砂河沙350份；

[0060] 惰性材料10份；

[0061] 聚羧酸系减水剂80份；

[0062] 改性再生橡胶粉3份；

[0063] 水300份。

[0064] 实施例5：

[0065]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3的基础上，所述保暖层1-3的原料包括如下重量组分比的原

料：

[0066] 选用强度不低于42.5等级的硅酸盐水泥225份；

[0067] 粗砂河沙425份；

[0068] 惰性材料20份；

[0069] 聚羧酸系减水剂100份；

[0070] 改性再生橡胶粉5份；

[0071] 水325份。

[0072] 实施例6：

[0073]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3的基础上，所述保暖层1-3的原料包括如下重量组分比的原

料：

[0074] 选用强度不低于42.5等级的硅酸盐水泥300份；

[0075] 粗砂河沙500份；

[0076] 惰性材料30份；

[0077] 聚羧酸系减水剂120份；

[0078] 改性再生橡胶粉7份；

[0079] 水350份。

[0080] 实施例7：

[0081]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或实施例2的基础上，所述受力层1-4的原料包括如下重量组

分比的原料：

[0082] 选用强度不低于42.5等级的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600-9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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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3] 430#钢纤维200-400份；其中直径小于0.18mm、抗拉强度不得低于2000MPa的60-

120份，直径在0.2mm-0.25mm、抗拉强度不得低于2000MPa的90-210份，直径大于0.3mm、抗拉

强度不得低于2000MPa的50-70份；

[0084] 聚羧酸系减水剂50-60份；

[0085] 中砂河沙600-850份；

[0086] 惰性材料20-45份；

[0087] 水300-350份。

[0088] 实施例8：

[0089]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7的基础上，所述受力层1-4的原料包括如下重量组分比的原

料：

[0090] 选用强度不低于42.5等级的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600份；

[0091] 430#钢纤维200份；其中直径小于0.18mm、抗拉强度不得低于2000MPa的60份，直径

在0.2mm、抗拉强度不得低于2000MPa的90份，直径大于0.3mm、抗拉强度不得低于2000MPa的

50份；

[0092] 聚羧酸系减水剂50份；

[0093] 中砂河沙600份；

[0094] 惰性材料20份；

[0095] 水300份。

[0096] 实施例9：

[0097]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7的基础上，所述受力层1-4的原料包括如下重量组分比的原

料：

[0098] 选用强度不低于42.5等级的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750份；

[0099] 430#钢纤维300份；其中直径小于0.18mm、抗拉强度不得低于2000MPa的90份，直径

在0.23mm、抗拉强度不得低于2000MPa的150份，直径大于0.3mm、抗拉强度不得低于2000MPa

的60份；

[0100] 聚羧酸系减水剂55份；

[0101] 中砂河沙725份；

[0102] 惰性材料33份；

[0103] 水325份。

[0104] 实施例10：

[0105]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6的基础上，所述受力层1-4的原料包括如下重量组分比的原

料：

[0106] 选用强度不低于42.5等级的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900份；

[0107] 430#钢纤维400份；其中直径小于0.18mm、抗拉强度不得低于2000MPa的120份，直

径在0.25mm、抗拉强度不得低于2000MPa的210份，直径大于0.3mm、抗拉强度不得低于

2000MPa的70份；

[0108] 聚羧酸系减水剂60份；

[0109] 中砂河沙850份；

[0110] 惰性材料4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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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1] 水350份。

[0112] 外墙墙体1的保温层选用强度不低于42.5等级的硅酸盐水泥150-300份；粗砂河沙

350-500份；惰性材料10-30份；聚羧酸系减水剂80-120份；改性再生橡胶粉3-7份；水300-

350份，选用硅酸盐水泥具有一定的保温功能，其中改性再生橡胶粉、聚羧酸系减水剂具有

一定的防水性能；受力层1-4选用强度不低于42.5等级的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

600-900份；430#钢纤维200-400份；其中直径小于0.18mm、抗拉强度不得低于2000MPa的60-

120份，直径在0.2mm-0.25mm、抗拉强度不得低于2000MPa的90-210份，直径大于0.3mm、抗拉

强度不得低于2000MPa的50-70份；聚羧酸系减水剂50-60份；中砂河沙600-850份；惰性材料

20-45份；水300-350份，在混合物中添加钢纤维是为了使得外墙墙体1在浇注好以后具有两

个抗拉性、韧性，避免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裂缝等现象，为了美观在外墙墙体1的外侧设置了

外装饰层1-1，在外墙墙体1的内侧设置了内装饰层1-5；同时了使得外墙墙体1与墙体之间

安装后的美观在外墙墙体1的两侧分别设置了第一连接块2和第二连接块3，第一连接块2和

第二连接块3为外墙墙体1的宽度的1/2，使得拼装后的外墙墙体1之间连接间隙更小，且外

表更加美观。

[0113] 实施例12：

[0114] 如图1-4所示，一种如上所述的任意一项所述的装配式建筑结构、保温、装饰一体

化外墙的浇注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115] S10、混合保暖层1-3和受力层1-4的各个重量组分比，静置30-40分钟

[0116] S20、搅拌步骤S10中的到的混合物；

[0117] S30、浇注保暖层1-3，该保暖层1-3的厚度为2-4cm；

[0118] S40、静置保暖层1-31-3小时；

[0119] S50、浇注受力层1-4，

[0120] S60、静置受力层1-4，待外墙墙体1内的水分干燥后脱模。

[0121] 优选的，S70、依次涂抹防水涂料、外装饰层1-1的涂层；

[0122] S80、粉刷内装置层，并根据客户或设计需求粉刷处相应图案；

[0123] S90、静置外墙墙体1，使得防水涂料、外装饰层1-1的涂层和内装饰层1-5的涂料晾

干。

[0124] 在浇注时，将保暖层1-3和受力层1-4的混合物静置处理，是为了使得气体跑出，同

时为了进一步避免浇注时产生气泡，静置后进行二次搅拌，浇筑时将保暖层1-3的厚度控制

在2-4cm之间，避免受力层1-4过薄影响外墙墙体1的承重，待外墙墙体1内的水分充分蒸发

后，将其脱模，脱模后在其外侧壁上涂覆防水层1-2和外装饰层1-1，内侧壁上涂抹内装饰层

1-5。

[0125]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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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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