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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软石或软瓷保温一体板，

包含软石或软瓷层、保温材料层、纤维板层、“L”

型支撑板，所述软石或软瓷层、保温材料层、纤维

板层三种材料两两之间按顺序从上往下依次通

过胶剂粘合在一起，所述“L”型支撑板的横板夹

在软石或软瓷层与保温材料层之间并通过胶剂

粘合固定，所述“L”型支撑板的竖板上设置有固

定件，所述软石或软瓷层为表面装饰层。本发明

采用软石或软瓷作为面材，不仅满足了市场对石

材或瓷面装饰面保温装饰板的需求，而且解决了

传统硬质石材易碎的技术问题，更合理的设计了

固定件，不仅结构稳固，而且安装方便，极大的提

高了保温板的质量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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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软石或软瓷保温一体板，其特征在于：包含软石或软瓷层、保温材料层、纤维板

层、“L”型支撑板，所述软石或软瓷层、保温材料层、纤维板层三种材料两两之间按顺序从上

往下依次通过胶剂粘合在一起，所述“L”型支撑板的横板夹在软石或软瓷层与保温材料层

之间并通过胶剂粘合固定，所述“L”型支撑板的竖板上设置有固定件，所述软石或软瓷层为

表面装饰层。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软石或软瓷保温一体板，其特征在于：所述软石或软瓷层为

软石或软石薄片。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软石或软瓷保温一体板，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温材料层为岩

棉防火隔离带。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软石或软瓷保温一体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纤维板层为水泥

纤维板，所述水泥纤维板的底面上设有多个孔槽，所述多个孔槽呈矩阵式排列。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软石或软瓷保温一体板，其特征在于：所述“L”型支撑板的

横板上设有多个圆孔。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软石或软瓷保温一体板，其特征在于：所述“L”型支撑板的

数量为两个，两个“L”型支撑板对称设置在一体板的两侧,“L”型支撑板的横板的宽度小于

等于1或2一体板的宽度。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软石或软瓷保温一体板，其特征在于：所述“L”型支撑板的

竖板向下紧贴保温材料层。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软石或软瓷保温一体板，其特征在于：所述软石或软瓷层与

保温材料层之间的胶剂为聚合物砂浆或者粘结砂浆。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软石或软瓷保温一体板，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温材料层与纤

维板层之间的胶剂为聚氨酯胶水。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软石或软瓷保温一体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件为“L”型

角码固定件，所述角码固定件的竖板通过铆钉固定在“L”型支撑板的竖板上，所述角码固定

件的横板上设有安装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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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软石或软瓷保温一体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外墙装饰建材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软石或软瓷保温一体板。

背景技术

[0002] 外墙装饰板是近几年研发的新型建筑外墙装饰保温一体化材料，其主要由石材或

瓷砖面料、金属面料、保温材料（主要是EPS板、EPS板、XPS板、岩棉板、PU板等）、辅以其他一

些辅料复合而成的一体化具有保温装饰作用的外墙材料，主要应用于体育馆、图书馆、学校

和医院的办公楼、别墅等各种建筑的外墙装饰和节能改造，主要功能为建筑装饰、保温节

能、隔热隔音、防水防霉。

[0003] 金属面装饰保温板主要由金属外饰面层、保温层和衬底构成，金属外饰面层主要

使用高品质彩色涂层钢板、印花钢板、铝镁锰合金板等，具有强度高，不易破碎等优点。但装

饰行业对于石材或瓷砖面装饰保温板具有特殊的偏爱，石材具有美观、大气的装饰效果，是

金属面装饰保温板所不能代替的。但现有的石材或瓷砖面装饰保温板由于复合在软质的保

温材料上，保温材料不能对石材或瓷砖面提供良好的支撑作用，造成了硬度高、脆度大的石

材或瓷砖面保温装饰板在制造、储藏、运输、施工、使用过程中容易破碎，影响生产运输成

本、施工成本和后期维护成本。

[0004] 而且现有技术中对于此类保温板的固定件设计不合理，不能给予保温板提供良好

的支撑，而且固定件不能与保温板良好的结合，造成保温板的安装问题和质量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出一种软石或软瓷保温

一体板，采用软石或软瓷的装饰面不仅满足了市场对石材或瓷面保温装饰板的需求，而且

解决了传统硬质石材易碎的技术问题，更合理的设计了固定件，不仅结构稳固，而且安装方

便，极大的提高了保温板的质量和实用性。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一种软石或软瓷保温一体板，包含软石或软瓷层、保温材料层、纤维板层、“L”型支撑

板，所述软石或软瓷层、保温材料层、纤维板层三种材料两两之间按顺序从上往下依次通过

胶剂粘合在一起，所述“L”型支撑板的横板夹在软石或软瓷层与保温材料层之间并通过胶

剂粘合固定，所述“L”型支撑板的竖板上设置有固定件，所述软石或软瓷层为表面装饰层。

[0007] 进一步地，所述软石或软瓷层为软石或软石薄片。

[0008] 进一步地，所述保温材料层为岩棉防火隔离带。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纤维板层为水泥纤维板，所述水泥纤维板的底面上设有多个孔槽，

所述多个孔槽呈矩阵式排列。

[0010] 进一步地，所述“L”型支撑板的横板上设有多个圆孔。

[0011] 进一步地，所述“L”型支撑板的数量为两个，两个“L”型支撑板对称设置在一体板

的两侧,“L”型支撑板的横板的宽度小于等于1或2一体板的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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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地，所述“L”型支撑板的竖板向下紧贴保温材料层。

[0013] 进一步地，所述软石或软瓷层与保温材料层之间的胶剂为聚合物砂浆或者粘结砂

浆。

[0014] 进一步地，所述保温材料层与纤维板层之间的胶剂为聚氨酯胶水。

[0015] 进一步地，所述固定件为“L”型角码固定件，所述角码固定件的竖板通过铆钉固定

在“L”型支撑板的竖板上，所述角码固定件的横板上设有安装孔位。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通过使用聚合物砂浆将软石或软瓷、保温材料层、纤维板

粘贴复合生产出具有保温隔热、防火绝缘、吸音防潮的且具有石材或瓷面装饰功能的保温

一体板，并在软石或软瓷与岩棉板之间通过聚合物砂浆粘结夹紧“L”型支撑板及铆接在固

定件角码固定件，使用膨胀螺栓配合角码固定件的安装孔位安装挂在墙面上；大面积的“L”

型支撑板的横板夹在软石或软瓷、保温材料层之间，不仅牢固稳定，而且起到加强筋的作

用，为软石或软瓷和保温材料层支撑；岩棉板具有质量轻、导热系数小、吸热、不燃的特点，

岩棉制品以其优异的防火保温特性是国际上公认的“第五常规能源”中的主要节能材，为一

体板提供良好的保温防火的功能；水泥纤维板具有防火绝缘、防水防潮、隔热隔音、质轻高

强、施工简易、经济美观、安全无害、寿命超长、可加工及二次装修性能好等特点，矩阵式排

列的孔槽在一体板压在水泥砂浆上时，孔槽内压入水泥后，提升一体板粘贴在墙体上的牢

固度；“L”型支撑板横板上设置的圆孔处填充有聚合物砂浆，且聚合物砂浆直接粘贴上方的

软石或软瓷层和下方的保温材料层，使软石或软瓷层、“L”型支撑板横板、保温材料层粘合

的更加牢固，“L”型支撑板因圆孔的固结的聚合物砂浆更加稳定；对称设置的两根“L”型支

撑板设置于一体板的两侧，不仅增加了支撑面积和固定点，而且从两个方向上给予一体板

的软石或软瓷层和保温材料层支撑，使一体板安装更加牢固，一体板质量更加稳定；“L”型

支撑板的竖板贴紧保温材料层，有利于角码固定件的铆接安装和隐藏，软石或软瓷层较薄，

限制了竖板的宽度，且竖板对保温材料层包覆，提升了一体板的整体性；聚合物砂浆是由水

泥、骨料和可以分散在水中的有机聚合物搅拌而成的，具有防水抗渗效果好、粘结强度高，

能与结构形成一体、抗腐蚀能力强、耐高湿、耐老化、抗冻性好、产品水性无毒，符合环保要

求等特点，进一步提升一体板的质量和粘结稳定性；角码固定件配合膨胀螺栓将一体板牢

牢固定在墙体上，结构简单，使用方便，铆接牢固性好。本发明采用软石或软瓷作为面材，不

仅满足了市场对石材或瓷面装饰面保温装饰板的需求，而且解决了传统硬质石材易碎的技

术问题，更合理的设计了固定件，不仅结构稳固，而且安装方便，极大的提高了保温板的质

量和实用性。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L”型支撑板和“L”型角码固定件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水泥纤维板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说明。

[0019]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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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软石或软瓷保温一体板，如图1、2、3所示，包含软石或软瓷层1、保温材料层2、纤维

板层3、“L”型支撑板4，所述软石或软瓷层1、保温材料层2、纤维板层3三种材料两两之间按

顺序从上往下依次通过胶剂粘合在一起，所述“L”型支撑板4的横板41夹在软石或软瓷层1

与保温材料层2之间并通过胶剂粘合固定，所述“L”型支撑板4的竖板42上设置有固定件5，

所述软石或软瓷层1为表面装饰层。

[0020] 进一步地，所述软石或软瓷层1为软石或软石薄片。

[0021] 进一步地，所述保温材料层2为岩棉防火隔离带。

[0022] 进一步地，所述纤维板3层为水泥纤维板，所述水泥纤维板的底面上设有多个孔槽

31，所述多个孔槽呈矩阵式排列。

[0023] 进一步地，所述“L”型支撑板4的横板41上设有多个圆孔43。

[0024] 进一步地，所述“L”型支撑板4的数量为两个，两个“L”型支撑板4对称设置在一体

板的两侧,“L”型支撑板4的横板的宽度小于等于1或2一体板的宽度。

[0025] 进一步地，所述“L”型支撑板4的竖板42向下紧贴保温材料层2。

[0026] 进一步地，所述软石或软瓷层1与保温材料层2之间的胶剂为聚合物砂浆或者粘结

砂浆6。

[0027] 进一步地，所述保温材料层2与纤维板层3之间的胶剂为聚氨酯胶水7。

[0028] 进一步地，所述固定件5为“L”型角码固定件，所述角码固定件的竖板51通过铆钉

52固定在“L”型支撑板4的竖板43上，所述角码固定件的横板53上设有安装孔位54。

[0029] 取一张60cm*60cm*0.25cm软石或者软瓷的薄片、一块60cm*59cm*2.5cm岩棉板、一

块一块60cm*59cm*0.4cm的水泥纤维板，两根长度60cm、横板宽度15cm、竖板宽度1.8cm、厚

度0.25cm的“L”型支撑板，在每个“L”型支撑板的竖板的内面上铆接固定两个长度4cm、竖板

宽度2.5cm、横板宽度3cm、厚度0.25cm、孔槽尺寸为1cm*2cm的“L”型角码固定件，“L”型角码

固定件的横板指向外侧，在水泥纤维板上钻孔槽，相邻两个孔槽之间的间距为2.5cm，将水

泥纤维板和岩棉板使用聚氨酯胶水粘合在一起，在岩棉板的另一面平铺0.15cm厚度的聚合

物砂浆，将“L”型支撑板的横板放置于聚合物砂浆上，使“L”型角码固定件的竖板紧贴岩棉

板，再在“L”型支撑板的横板和聚合物砂浆上平铺0.15cm的聚合物砂浆，再将软石或者软瓷

薄片贴合在聚合物砂浆上，凝固后即得本产品。

[003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通过使用聚合物砂浆将软石或软瓷、保温材料层、纤维板

粘贴复合生产出具有保温隔热、防火绝缘、吸音防潮的且具有石材或瓷面装饰功能的保温

一体板，并在软石或软瓷与岩棉板之间通过聚合物砂浆粘结夹紧“L”型支撑板及铆接在固

定件角码固定件，使用膨胀螺栓配合角码固定件的安装孔位安装挂在墙面上；大面积的“L”

型支撑板的横板夹在软石或软瓷、保温材料层之间，不仅牢固稳定，而且起到加强筋的作

用，为软石或软瓷和保温材料层支撑；岩棉板具有质量轻、导热系数小、吸热、不燃的特点，

岩棉制品以其优异的防火保温特性是国际上公认的“第五常规能源”中的主要节能材，为一

体板提供良好的保温防火的功能；水泥纤维板具有防火绝缘、防水防潮、隔热隔音、质轻高

强、施工简易、经济美观、安全无害、寿命超长、可加工及二次装修性能好等特点，矩阵式排

列的孔槽在一体板压在水泥砂浆上时，孔槽内压入水泥后，提升一体板粘贴在墙体上的牢

固度；“L”型支撑板横板上设置的圆孔处填充有聚合物砂浆，且聚合物砂浆直接粘贴上方的

软石或软瓷层和下方的保温材料层，使软石或软瓷层、“L”型支撑板横板、保温材料层粘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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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加牢固，“L”型支撑板因圆孔的固结的聚合物砂浆更加稳定；对称设置的两根“L”型支

撑板设置于一体板的两侧，不仅增加了支撑面积和固定点，而且从两个方向上给予一体板

的软石或软瓷层和保温材料层支撑，使一体板安装更加牢固，一体板质量更加稳定；“L”型

支撑板的竖板贴紧保温材料层，有利于角码固定件的铆接安装和隐藏，软石或软瓷层较薄，

限制了竖板的宽度，且竖板对保温材料层包覆，提升了一体板的整体性；聚合物砂浆是由水

泥、骨料和可以分散在水中的有机聚合物搅拌而成的，具有防水抗渗效果好、粘结强度高，

能与结构形成一体、抗腐蚀能力强、耐高湿、耐老化、抗冻性好、产品水性无毒，符合环保要

求等特点，进一步提升一体板的质量和粘结稳定性；角码固定件配合膨胀螺栓将一体板牢

牢固定在墙体上，结构简单，使用方便，铆接牢固性好。本发明采用软石或软瓷作为面材，不

仅满足了市场对石材或瓷面装饰面保温装饰板的需求，而且解决了传统硬质石材易碎的技

术问题，更合理的设计了固定件，不仅结构稳固，而且安装方便，极大的提高了保温板的质

量和实用性。

[0031]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发明不受上

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

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

发明的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同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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