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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凝胶不燃保温装饰板外

墙外保温系统及施工方法，包括凝胶不燃保温装

饰板、粘结砂浆、锚固件、嵌缝材料和密封胶，置

于基层墙体外侧；凝胶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

统性能指标包括：耐候性，外观无粉化、起鼓、起

泡、脱落现象，无宽度大于0.10mm的裂缝，面板与

凝胶保温板拉伸粘结强度≥0.10MPa；拉伸粘结

强度≥0.10MPa且破坏在凝胶保温板中；抗冲击

性，首层10J，二层及以上3J；单点锚固力≥

0.60kN。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应用在建筑节能保

温工程领域，置于建筑物外墙外侧的保温装饰一

体化构造，适用于抗震设防烈度为6～8度地区新

建、扩建、改建的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和工业基层

墙体外保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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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凝胶不燃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凝胶不燃保温装饰板、粘结

砂浆、锚固件、嵌缝材料和密封胶，置于基层墙体外侧；所述粘接层由粘结砂浆制作；凝胶保

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性能指标包括：耐候性，外观无粉化、起鼓、起泡、脱落现象，无宽

度大于0 .10mm的裂缝，面板与凝胶保温板拉伸粘结强度≥0 .10MPa；拉伸粘结强度≥

0.10MPa且破坏在凝胶保温板中；抗冲击性，首层10J，二层及以上3J；单点锚固力≥0.60kN，

热阻，符合设计要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凝胶不燃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层墙

体为钢筋混凝土、实心砌体、多孔砖砌体、空心砌块砌体、蒸压加气混凝土中的一种；所述基

层墙体设置防水砂浆找平层，并应符合下列要求：防水砂浆找平层的强度等级应符合设计

要求；防水砂浆找平层的厚度不小于12mm,优选为20mm；所述基层墙体采用界面剂处理。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凝胶不燃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凝胶不

燃保温装饰板包括凝胶不燃保温板和饰面板，为工厂预制成型的板状制品，所述饰面板为

涂装饰面层、A4薄瓷饰面板中的一种，具有保温与装饰功能，所述凝胶不燃保温板以玻化微

珠为主要轻集料，水泥及气相二氧硅为胶凝材料，并掺入适量的增强纤维和功能性添加剂

组成，按比例混合搅拌，经布料、模压成型，并经热养护工艺制成的轻质保温板材；尺寸允许

偏差及性能指标应包括：长度±2.0，宽度±1.5，厚度+1.5，对角线差≤3.0，板面平整度≤

2.0。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凝胶不燃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饰面板

为涂装饰面时，凝胶保温装饰板的性能指标包括：单位面积质量＜25kg/m2；拉伸粘结强度

≥0.10MPa且破坏在凝胶保温板中；抗弯荷载，不小于板材自重；吸水量≤500g/m2；不透水

性，2h不透水；涂装饰面的性能指标包括：耐酸性，48h无异常；耐碱性，96h无异常；耐盐雾，

500h无异常；耐老化，1000h合格；附着力≤1级；凝胶保温板的性能指标包括：表观密度≤

200kg/m3；导热系数≤0.048W/(m·K)，修正系数1.05；抗压强度≥0.30MPa；垂直于板面方

向抗拉强度≥0.10MPa；体积吸水率≤3.0％；干燥收缩值≤0.80mm/m；软化系数≥0.80；燃

烧性能级别A级。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凝胶不燃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饰面板

为A4薄瓷饰面时，凝胶保温装饰板的性能指标包括：单位面积质量20～30kg/m2；拉伸粘结

强度≥0.10MPa且破坏在凝胶保温板中；抗弯荷载，不小于板材自重；吸水量≤500g/m2；不

透水性，2h不透水；A4薄瓷面板的厚度应为3.8mm～5.5mm，其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GB/T  4100-2015附录G干压陶瓷砖(E≤0.5％BⅠa类)的要求；凝胶保温板的性能

指标包括：表观密度，201～230kg/m3；导热系数≤0.060W/(m·K)，修正系数1.10；抗压强度

≥0.40MPa；垂直于板面方向抗拉强度≥0.10MPa；体积吸水率≤6.5％；干燥收缩值≤

0.80mm/m；软化系数≥0.80；燃烧性能级别A级。

6.根据权利要求4或5所述凝胶不燃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凝

胶不燃保温装饰板的单块面积不应大于1m2，且单板质量不宜大于3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凝胶不燃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粘结砂

浆为包含普通硅酸盐水泥、可再分散聚合物胶粉和中砂的干混砂浆，使用时定量加水拌制，

用于粘贴凝胶不燃保温装饰板；粘结砂浆性能指标包括：与水泥砂浆块拉伸粘结强度，原强

度≥0.6MPa，耐水强度，浸水48h、干燥2h，≥0.4MPa；浸水48h、干燥7d，≥0.6MPa；与凝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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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保温板拉伸粘结强度，原强度≥0.10MPa、破坏界面在保温板内，耐水强度，浸水48h、干燥

2h，≥0.08MPa；浸水48h、干燥7d，≥0.1MPa；可操作时间1.5-4.0h；粘结层的厚度不应小于

3mm。

8.根据权利要求4或5所述凝胶不燃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锚

固件为用于凝胶不燃保温装饰板与基层墙体连接固定的金属结构件；包括锚固压板(卡

件)、锚栓(包括金属螺钉、塑料膨胀管)；所述锚固件采用边板卡锚式，其性能指标包括：单

个锚固件抗拉承载力标准值，混凝土基层≥0.80kN，砌体基层≥0.60kN；悬挂力≥0.10kN；

凝胶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的锚固件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在保温装饰板宜采用边棱

固定，固定边棱不少于2个平行边，平行锚固件固定装饰面板数量不应少于8个/m2，且每块

板不应少于4个；当每套锚固件固定两块保温装饰板时，不宜采用四边固定的方式；锚栓伸

入基层墙体的有效锚固深度应符合下列要求：钢筋混凝土基层墙体不应小于30mm；蒸压加

气混凝土基层墙体不应小于50mm；其它砌体基层墙体不应小于40mm。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凝胶不燃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其特征在于：更进一步

地，凝胶不燃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还设置排气件和排水管，排气件应设置于保温装

饰板的水平缝与垂直缝的交汇处，排气管轴线与墙面的夹角应为60°，管口应朝下，粘结应

牢固，每30m2墙面应设置1个；排水管在散水与墙体处每10m应安装1个，不足10m安装1个。

10.凝胶不燃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A.施工环境温度不低于5℃，夏季应避免烈日暴晒，在5级以上大风天气和雨、雪天不得

施工；

B.基层墙体的墙面应符合下列要求：墙面应干燥(含水率应小于8％)、清洁，无油污、脱

模剂等妨碍粘结的附着物；剔除凸起、空鼓和酥松部位并找平；墙面不得有爆灰、粉化、起

皮、泛碱现象；墙面的防水砂浆找平层的粘结强度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墙面的平整度、

垂直度符合规定；墙面允许偏差，表面平整度4mm，检查方法用2m靠尺和塞尺检查；立面垂直

度4mm，检查方法用2m垂直检测尺检查；阴阳角方正度3mm，检查方法用方尺和塞尺检查；

C.凝胶保温装饰板粘贴施工前的弹线应符合下列要求：弹线分隔时，应弹出垂直和水

平基准线；按照设计排板图和施工方案，弹出保温装饰板的安装控制线，板缝宽度为3mm～

5mm；

D.凝胶保温装饰板的粘贴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粘贴前对粘贴的板面作除灰清理。；粘

贴前先在散水坡以上部位固定托架；保温装饰板粘贴采用条粘法或点框粘法，粘贴面积应

符合设计要求；采用点框粘法时，必须设置排气件和排水管，排气件设置数量应符合设计要

求，排水管在散水与墙体处每10m应安装1个，不足10m安装1个；粘贴保温装饰板应自下而上

沿水平方向粘贴；上下排板缝可采用通缝法，也可采用错缝法；保温装饰板的侧面不得涂抹

或沾有粘结砂浆，粘贴时应将保温装饰板均匀揉动压实与墙面，并应用橡皮锤轻敲板面，板

间高差不得大于1.5mm；每粘贴一块保温装饰板，应及时清除挤出的粘结砂浆；

E.保温装饰板粘贴高度小于50m时，粘结层的粘贴面积不应小于保温装饰板面积的

50％，粘贴高度50m～80m时，粘贴面积不应小于保温装饰板面积的60％；下列部位的保温装

饰板宜采取满粘：粘贴高度大于80m墙面、距室外地坪2m范围内的墙面、外墙阳角300mm及门

窗外侧洞口周边部位、凸窗底板及长度或宽度不大于300mm的单板、女儿墙顶部或屋檐下

300mm范围内的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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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锚固件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每块保温装饰板粘贴后应及时安装锚固件；锚固件应

在安装前基本完成组装，安装前定位螺钉预留一定调整余量，安装调整到位后拧紧定位螺

钉；使用适宜直径的钻头钻孔，钻孔深度应大于锚杆长度；锚固件与保温装饰板贴紧；当设

置承托件时，应先安装承托件再安装安保温装饰板，承托件或承托件锚固点间距不大于

600mm；

G.填塞嵌缝材料施工；

H.处理板面；

I.凝胶保温装饰板安装允许偏差和检查方法：表面平整度4mm，用2m靠尺和塞尺检查；

高度不大于2000mm的立面垂直度4mm，用2m垂直尺检查；阴、阳角方正度3mm，用直角尺检查；

密封胶直线度2mm，拉5m线，不足5m拉通线，用直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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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胶不燃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及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墙体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建筑节能保温工程中外墙外保温系

统，特别涉及一种凝胶不燃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及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节能与环保已成为全世界共同的话题。随着我国新的建筑节能标准的实

施，建筑已从低层次的解决人的居住向高层次的绿色生态建筑发展。在建筑物的耗热中，外

墙耗热占了30％左右。在众多保温技术中，能显著降低外墙K值以降低建筑物能耗的技术要

属外墙外保温技术，外墙外保温系统安装在外墙外表面上通常包括基层、保温层、保护层和

固定材料(胶粘剂、锚固件等)。

[0003] 现有技术中，外墙外保温系统及施工方法有很多，市场上保温材料绝大多数为聚

苯乙烯，用小块粘贴的方法进行外保温施工，这种方法的主要缺陷是热阻小，很难达到节能

65％的指标；而小块粘贴的板缝又很容易渗进雨水，雨水一旦渗入板缝中，经过冻融循环会

对墙体保温层造成破坏。近几年，也有采用聚氨酯作保温层，方法有拆模、免拆模，除安装模

板外还要再做精细的外装饰面层，费工费料，延长工期，加大建设费用。但是，随着建材行业

的发展，对于外墙外保温系统中保温层需要具有更高的耐候性、抗风荷载性、抗冲击性、抗

冻融性、防水性以及不燃性。

发明内容

[0004] 为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凝胶不燃保温装饰板外墙外

保温系统及施工方法，应用在建筑节能保温工程领域，置于建筑物外墙外侧的保温装饰一

体化构造，适用于抗震设防烈度为6～8度地区新建、扩建、改建的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和工

业基层墙体外保温工程。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凝胶不燃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其特点是包括凝胶不燃保温装饰板、粘结

砂浆、锚固件、嵌缝材料和密封胶，置于基层墙体外侧；所述粘接层由粘结砂浆制作；凝胶保

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性能指标包括：耐候性，外观无粉化、起鼓、起泡、脱落现象，无宽

度大于0 .10mm的裂缝，面板与凝胶保温板拉伸粘结强度≥0 .10MPa；拉伸粘结强度≥

0.10MPa且破坏在凝胶保温板中；抗冲击性，首层10J，二层及以上3J；单点锚固力≥0.60kN，

热阻，符合设计要求。

[0007] 更进一步地，所述基层墙体为钢筋混凝土、实心砌体、多孔砖砌体、空心砌块砌体、

蒸压加气混凝土中的一种；所述基层墙体设置防水砂浆找平层，并应符合下列要求：防水砂

浆找平层的强度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防水砂浆找平层的厚度不小于12mm,优选为20mm；所

述基层墙体采用界面剂处理。

[0008] 更进一步地，所述凝胶不燃保温装饰板包括凝胶不燃保温板和饰面板，为工厂预

制成型的板状制品，所述饰面板为涂装饰面层、A4薄瓷饰面板中的一种，具有保温与装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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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所述凝胶不燃保温板以玻化微珠为主要轻集料，水泥及气相二氧硅为胶凝材料，并掺入

适量的增强纤维和功能性添加剂组成，按比例混合搅拌，经布料、模压成型，并经热养护工

艺制成的轻质保温板材；尺寸允许偏差及性能指标应包括：长度±2.0，宽度±1 .5，厚度+

1.5，对角线差≤3.0，板面平整度≤2.0。

[0009] 更进一步地，所述饰面板为涂装饰面时，凝胶保温装饰板的性能指标包括：单位面

积质量＜25kg/m2；拉伸粘结强度≥0.10MPa且破坏在凝胶保温板中；抗弯荷载，不小于板材

自重；吸水量≤500g/m2；不透水性，2h不透水；涂装饰面的性能指标包括：耐酸性，48h无异

常；耐碱性，96h无异常；耐盐雾，500h无异常；耐老化，1000h合格；附着力≤1级；凝胶保温板

的性能指标包括：表观密度≤200kg/m3；导热系数≤0.048W/(m·K)，修正系数1.05；抗压强

度≥0.30MPa；垂直于板面方向抗拉强度≥0.10MPa；体积吸水率≤3.0％；干燥收缩值≤

0.80mm/m；软化系数≥0.80；燃烧性能级别A级。

[0010] 更进一步地，所述饰面板为A4薄瓷饰面时，凝胶保温装饰板的性能指标包括：单位

面积质量20～30kg/m2；拉伸粘结强度≥0.10MPa且破坏在凝胶保温板中；抗弯荷载，不小于

板材自重；吸水量≤500g/m2；不透水性，2h不透水；A4薄瓷面板的厚度应为3.8mm～5.5mm，

其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4100-2015附录G干压陶瓷砖(E≤0.5％B

Ⅰa类)的要求；凝胶保温板的性能指标包括：表观密度，201～230kg/m3；导热系数≤0.060W/

(m·K)，修正系数1.10；抗压强度≥0.40MPa；垂直于板面方向抗拉强度≥0.10MPa；体积吸

水率≤6.5％；干燥收缩值≤0.80mm/m；软化系数≥0.80；燃烧性能级别A级。

[0011] 更进一步地，所述凝胶不燃保温装饰板的单块面积不应大于1m2，且单板质量不宜

大于30㎏。

[0012] 更进一步地，所述粘结砂浆为包含普通硅酸盐水泥、可再分散聚合物胶粉和中砂

的干混砂浆，使用时定量加水拌制，用于粘贴凝胶不燃保温装饰板；粘结砂浆性能指标包

括：与水泥砂浆块拉伸粘结强度，原强度≥0.6MPa，耐水强度，浸水48h、干燥2h，≥0.4MPa；

浸水48h、干燥7d，≥0.6MPa；与凝胶不燃保温板拉伸粘结强度，原强度≥0.10MPa、破坏界面

在保温板内，耐水强度，浸水48h、干燥2h，≥0.08MPa；浸水48h、干燥7d，≥0.1MPa；可操作时

间1.5-4.0h；粘结层的厚度不应小于3mm。

[0013] 更进一步地，所述锚固件为用于凝胶不燃保温装饰板与基层墙体连接固定的金属

结构件；包括锚固压板(卡件)、锚栓(包括金属螺钉、塑料膨胀管)；所述锚固件采用边板卡

锚式，其性能指标包括：单个锚固件抗拉承载力标准值，混凝土基层≥0.80kN，砌体基层≥

0.60kN；悬挂力≥0.10kN；凝胶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的锚固件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在保温装饰板宜采用边棱固定，固定边棱不少于2个平行边，平行锚固件固定装饰面板数量

不应少于8个/m2，且每块板不应少于4个；当每套锚固件固定两块保温装饰板时，不宜采用

四边固定的方式；锚栓伸入基层墙体的有效锚固深度应符合下列要求：钢筋混凝土基层墙

体不应小于30mm；蒸压加气混凝土基层墙体不应小于50mm；其它砌体基层墙体不应小于

40mm。

[0014] 更进一步地，所述嵌缝材料包括保温条和密封胶，所述密封胶采用硅酮密封胶，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硅酮和改性硅酮建筑密封胶》GB/T  14683的要求，阻燃性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用阻燃密封胶》GB/T  24267的要求，且与饰面板的粘结强度不应低于0.40MPa。

[0015] 更进一步地，凝胶不燃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还设置排气件，排气件应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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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保温装饰板的水平缝与垂直缝的交汇处，排气管轴线与墙面的夹角应为60°，管口应朝

下，粘结应牢固，每30m2墙面应设置1个。

[0016] 更进一步地，排水管在散水与墙体处每10m应安装1个，不足10m安装1个。

[0017] 凝胶不燃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施工方法，其特点是包括如下步骤：

[0018] A.施工环境温度不低于5℃，夏季应避免烈日暴晒，在5级以上大风天气和雨、雪天

不得施工；

[0019] B.基层墙体的墙面应符合下列要求：墙面应干燥(含水率应小于8％)、清洁，无油

污、脱模剂等妨碍粘结的附着物；剔除凸起、空鼓和酥松部位并找平；墙面不得有爆灰、粉

化、起皮、泛碱现象；墙面的防水砂浆找平层的粘结强度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墙面的平

整度、垂直度符合规定；墙面允许偏差，表面平整度4mm，检查方法用2m靠尺和塞尺检查；立

面垂直度4mm，检查方法用2m垂直检测尺检查；阴阳角方正度3mm，检查方法用方尺和塞尺检

查；

[0020] C.凝胶保温装饰板粘贴施工前的弹线应符合下列要求：弹线分隔时，应弹出垂直

和水平基准线；按照设计排板图和施工方案，弹出保温装饰板的安装控制线，板缝宽度为

3mm～5mm；

[0021] D .凝胶保温装饰板的粘贴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粘贴前对粘贴的板面作除灰清

理。；粘贴前先在散水坡以上部位固定托架；保温装饰板粘贴采用条粘法或点框粘法，粘贴

面积应符合设计要求；采用点框粘法时，必须设置排气件和排水管，排气件设置数量应符合

设计要求，排水管在散水与墙体处每10m应安装1个，不足10m安装1个；粘贴保温装饰板应自

下而上沿水平方向粘贴；上下排板缝可采用通缝法，也可采用错缝法；保温装饰板的侧面不

得涂抹或沾有粘结砂浆，粘贴时应将保温装饰板均匀揉动压实与墙面，并应用橡皮锤轻敲

板面，板间高差不得大于1.5mm；每粘贴一块保温装饰板，应及时清除挤出的粘结砂浆；

[0022] E.保温装饰板粘贴高度小于50m时，粘结层的粘贴面积不应小于保温装饰板面积

的50％，粘贴高度50m～80m时，粘贴面积不应小于保温装饰板面积的60％；下列部位的保温

装饰板宜采取满粘：粘贴高度大于80m墙面、距室外地坪2m范围内的墙面、外墙阳角300mm及

门窗外侧洞口周边部位、凸窗底板及长度或宽度不大于300mm的单板、女儿墙顶部或屋檐下

300mm范围内的墙面。

[0023] F.锚固件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每块保温装饰板粘贴后应及时安装锚固件；锚固

件应在安装前基本完成组装，安装前定位螺钉预留一定调整余量，安装调整到位后拧紧定

位螺钉；使用适宜直径的钻头钻孔，钻孔深度应大于锚杆长度；锚固件与保温装饰板贴紧；

当设置承托件时，应先安装承托件再安装安保温装饰板，承托件或承托件锚固点间距不大

于600mm；

[0024] G.填塞嵌缝材料施工；

[0025] H.处理板面

[0026] I.凝胶保温装饰板安装允许偏差和检查方法：表面平整度4mm，用2m靠尺和塞尺检

查；高度不大于2000mm的立面垂直度4mm，用2m垂直尺检查；阴、阳角方正度3mm，用直角尺检

查；密封胶直线度2mm，拉5m线，不足5m拉通线，用直尺检查。

[002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应用在建筑节能保温工程领域，置于建筑

物外墙外侧的保温装饰一体化构造，适用于抗震设防烈度为6～8度地区新建、扩建、改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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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和工业基层墙体外保温工程。

附图说明

[002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发明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具体实

施方式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

图是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

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9]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是本发明施工方法流程图。

[0031] 图中：1-基层墙体  2-粘接层  3-凝胶不燃保温板  4-饰面板  5-锚栓  6-嵌缝材料。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

是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发明中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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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于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3] 如图1所示，凝胶不燃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其特点是包括凝胶不燃保温装

饰板、粘结砂浆、锚固件、嵌缝材料和密封胶，置于基层墙体外侧；粘接层由粘结砂浆制作；

凝胶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性能指标包括：耐候性，外观无粉化、起鼓、起泡、脱落现

象，无宽度大于0.10mm的裂缝，面板与凝胶保温板拉伸粘结强度≥0.10MPa；拉伸粘结强度

≥0.10MPa且破坏在凝胶保温板中；抗冲击性，首层10J，二层及以上3J；单点锚固力≥

0.60kN，热阻，符合设计要求。

[0034] 基层墙体为钢筋混凝土、实心砌体、多孔砖砌体、空心砌块砌体、蒸压加气混凝土

中的一种；基层墙体设置防水砂浆找平层，并应符合下列要求：防水砂浆找平层的强度等级

应符合设计要求；防水砂浆找平层的厚度不小于12mm,优选为20mm；所述基层墙体采用界面

剂处理。

[0035] 凝胶不燃保温装饰板包括凝胶不燃保温板和饰面板，为工厂预制成型的板状制

品，饰面板为涂装饰面层、A4薄瓷饰面板中的一种，具有保温与装饰功能，凝胶不燃保温板

以玻化微珠为主要轻集料，水泥及气相二氧硅为胶凝材料，并掺入适量的增强纤维和功能

性添加剂组成，按比例混合搅拌，经布料、模压成型，并经热养护工艺制成的轻质保温板材；

尺寸允许偏差及性能指标应包括：长度±2.0，宽度±1.5，厚度+1.5，对角线差≤3.0，板面

平整度≤2.0。

[0036] 饰面板为涂装饰面时，凝胶保温装饰板的性能指标包括：单位面积质量＜25kg/

m2；拉伸粘结强度≥0.10MPa且破坏在凝胶保温板中；抗弯荷载，不小于板材自重；吸水量≤

500g/m2；不透水性，2h不透水；涂装饰面的性能指标包括：耐酸性，48h无异常；耐碱性，96h

无异常；耐盐雾，500h无异常；耐老化，1000h合格；附着力≤1级；凝胶保温板的性能指标包

括：表观密度≤200kg/m3；导热系数≤0.048W/(m·K)，修正系数1.05；抗压强度≥0.30MPa；

垂直于板面方向抗拉强度≥0.10MPa；体积吸水率≤3.0％；干燥收缩值≤0.80mm/m；软化系

数≥0.80；燃烧性能级别A级。

[0037] 饰面板为A4薄瓷饰面时，凝胶保温装饰板的性能指标包括：单位面积质量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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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kg/m2；拉伸粘结强度≥0.10MPa且破坏在凝胶保温板中；抗弯荷载，不小于板材自重；吸

水量≤500g/m2；不透水性，2h不透水；A4薄瓷面板的厚度应为3.8mm～5.5mm，其物理性能和

化学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4100-2015附录G干压陶瓷砖(E≤0.5％BⅠa类)的要求；

凝胶保温板的性能指标包括：表观密度，201～230kg/m3；导热系数≤0.060W/(m·K)，修正

系数1.10；抗压强度≥0.40MPa；垂直于板面方向抗拉强度≥0.10MPa；体积吸水率≤6.5％；

干燥收缩值≤0.80mm/m；软化系数≥0.80；燃烧性能级别A级。

[0038] 凝胶不燃保温装饰板的单块面积不应大于1m2，且单板质量不宜大于30㎏。

[0039] 粘结砂浆为包含普通硅酸盐水泥、可再分散聚合物胶粉和中砂的干混砂浆，使用

时定量加水拌制，用于粘贴凝胶不燃保温装饰板；粘结砂浆性能指标包括：与水泥砂浆块拉

伸粘结强度，原强度≥0.6MPa，耐水强度，浸水48h、干燥2h，≥0.4MPa；浸水48h、干燥7d，≥

0.6MPa；与凝胶不燃保温板拉伸粘结强度，原强度≥0.10MPa、破坏界面在保温板内，耐水强

度，浸水48h、干燥2h，≥0.08MPa；浸水48h、干燥7d，≥0.1MPa；可操作时间1.5-4.0h；粘结层

的厚度不应小于3mm。

[0040] 锚固件为用于凝胶不燃保温装饰板与基层墙体连接固定的金属结构件；包括锚固

压板(卡件)、锚栓(包括金属螺钉、塑料膨胀管)；锚固件采用边板卡锚式，其性能指标包括：

单个锚固件抗拉承载力标准值，混凝土基层≥0 .80kN，砌体基层≥0 .60kN；悬挂力≥

0.10kN；凝胶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的锚固件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在保温装饰板宜

采用边棱固定，固定边棱不少于2个平行边，平行锚固件固定装饰面板数量不应少于8个/

m2，且每块板不应少于4个；当每套锚固件固定两块保温装饰板时，不宜采用四边固定的方

式；锚栓伸入基层墙体的有效锚固深度应符合下列要求：钢筋混凝土基层墙体不应小于

30mm；蒸压加气混凝土基层墙体不应小于50mm；其它砌体基层墙体不应小于40mm。

[0041] 嵌缝材料包括保温条和密封胶，密封胶采用硅酮密封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硅酮

和改性硅酮建筑密封胶》GB/T  14683的要求，阻燃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阻燃密封

胶》GB/T  24267的要求，且与饰面板的粘结强度不应低于0.40MPa。

[0042] 凝胶不燃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还设置排气件和排水管，排气件应设置于保

温装饰板的水平缝与垂直缝的交汇处，排气管轴线与墙面的夹角应为60°，管口应朝下，粘

结应牢固，每30m2墙面应设置1个。

[0043] 排水管在散水与墙体处每10m应安装1个，不足10m安装1个。

[0044] 如图2所示，凝胶不燃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施工方法，其特点是包括如下步

骤：

[0045] A.施工环境温度不低于5℃，夏季应避免烈日暴晒，在5级以上大风天气和雨、雪天

不得施工；

[0046] B.基层墙体的墙面应符合下列要求：墙面应干燥(含水率应小于8％)、清洁，无油

污、脱模剂等妨碍粘结的附着物；剔除凸起、空鼓和酥松部位并找平；墙面不得有爆灰、粉

化、起皮、泛碱现象；墙面的防水砂浆找平层的粘结强度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墙面的平

整度、垂直度符合规定；墙面允许偏差，表面平整度4mm，检查方法用2m靠尺和塞尺检查；立

面垂直度4mm，检查方法用2m垂直检测尺检查；阴阳角方正度3mm，检查方法用方尺和塞尺检

查；

[0047] C.凝胶保温装饰板粘贴施工前的弹线应符合下列要求：弹线分隔时，应弹出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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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平基准线；按照设计排板图和施工方案，弹出保温装饰板的安装控制线，板缝宽度为

3mm～5mm；

[0048] D .凝胶保温装饰板的粘贴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粘贴前对粘贴的板面作除灰清

理。；粘贴前先在散水坡以上部位固定托架；保温装饰板粘贴采用条粘法或点框粘法，粘贴

面积应符合设计要求；采用点框粘法时，必须设置排气件和排水管，排气件设置数量应符合

设计要求，排水管在散水与墙体处每10m应安装1个，不足10m安装1个；粘贴保温装饰板应自

下而上沿水平方向粘贴；上下排板缝可采用通缝法，也可采用错缝法；保温装饰板的侧面不

得涂抹或沾有粘结砂浆，粘贴时应将保温装饰板均匀揉动压实与墙面，并应用橡皮锤轻敲

板面，板间高差不得大于1.5mm；每粘贴一块保温装饰板，应及时清除挤出的粘结砂浆；

[0049] E.保温装饰板粘贴高度小于50m时，粘结层的粘贴面积不应小于保温装饰板面积

的50％，粘贴高度50m～80m时，粘贴面积不应小于保温装饰板面积的60％；下列部位的保温

装饰板宜采取满粘：粘贴高度大于80m墙面、距室外地坪2m范围内的墙面、外墙阳角300mm及

门窗外侧洞口周边部位、凸窗底板及长度或宽度不大于300mm的单板、女儿墙顶部或屋檐下

300mm范围内的墙面。

[0050] F.锚固件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每块保温装饰板粘贴后应及时安装锚固件；锚固

件应在安装前基本完成组装，安装前定位螺钉预留一定调整余量，安装调整到位后拧紧定

位螺钉；使用适宜直径的钻头钻孔，钻孔深度应大于锚杆长度；锚固件与保温装饰板贴紧；

当设置承托件时，应先安装承托件再安装安保温装饰板，承托件或承托件锚固点间距不大

于600mm；

[0051] G.填塞嵌缝材料施工；

[0052] H.处理板面

[0053] I.凝胶保温装饰板安装允许偏差和检查方法：表面平整度4mm，用2m靠尺和塞尺检

查；高度不大于2000mm的立面垂直度4mm，用2m垂直尺检查；阴、阳角方正度3mm，用直角尺检

查；密封胶直线度2mm，拉5m线，不足5m拉通线，用直尺检查。

[0054]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发明。

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义的

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此，本发明

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点相一

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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