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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

外墙保温系统，属于新型建筑节能技术领域，所

述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外墙保温系统由若干块

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胶粘剂层、锚固件、嵌缝材

料构成，若干块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相互拼接，

其内侧面通过胶粘剂层与基层墙体粘接，岩棉复

合保温装饰板的四边分别设置有锚固件与基层

墙体连接固定，相邻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之间的

空隙填满嵌缝材料。本实用新型设计的外墙保温

系统选用的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同时具备防火

保温与装饰功能，减少施工湿作业，安装效率高，

板体通过胶粘和锚固件双重固定，安装稳固，同

时在相邻板体之间填充满嵌缝材料，保证系统良

好的保温效果与安全耐久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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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外墙保温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外

墙保温系统由若干块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胶粘剂层、锚固件、嵌缝材料构成，若干块岩棉

复合保温装饰板相互拼接，板体的内侧面通过胶粘剂层与基层墙体粘接，岩棉复合保温装

饰板的面板饰面层的四边分别通过锚固件与基层墙体连接固定，相邻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

之间的缝隙填满嵌缝材料，接缝表面设有密封胶，所述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由内无机材料

面层、岩棉保温层和面板饰面层构成，所述面板饰面层与岩棉保温层胶粘连接，所述岩棉保

温层由单独的竖丝岩棉板层或相互粘结的竖丝岩棉板层和有机保温材料层构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外墙保温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锚固件

包括L形连接件和T形连接件两部分，所述T形连接件包括连接部和卡合部，连接部通过螺栓

与L形连接件固定，所述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的饰面层的四边分别开有插槽，所述T形连接

件的卡合部两端分别插入在两侧相邻的两块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的插槽中。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外墙保温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锚固件

包括L形连接件和Y字形连接件两部分，所述Y字形连接件包括顶部两个分别呈45度角对称

倾斜的卡合板以及带穿孔的连接板，所述卡合板的厚度由顶端向根部逐渐变大，所述连接

板通过螺栓与L形连接件固定,所述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的饰面层的四边处分别开有底面

为45度斜面的凹槽，所述Y字形连接件的上侧的两个卡合板分别卡合在两侧相邻的两块岩

棉复合保温装饰板的凹槽中。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外墙保温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锚固件

采用板边卡锚、卡槽插锚、背栓插锚或者铆接压锚的方式连接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的面板

饰面层和基层墙体，采用铆接压锚的连接方式的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的面板饰面层为金属

面板。

5.根据权利要求2‑4任一所述的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外墙保温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锚固件的数量每平方米不少于6个。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外墙保温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岩棉复

合保温装饰板的岩棉保温层与面板饰面层之间设有外无机材料面层。

7.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外墙保温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面

板饰面层为无石棉硅酸钙板、无石棉纤维水泥平板、陶瓷薄板或天然薄石材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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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外墙保温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新型建筑节能保温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

外墙保温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保温装饰板外墙保温系统具有工厂预制生产、质量稳定、施工便捷、工期短、绿色

施工环境污染少等优点，近年来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以往保温装饰板外墙保温系统大

多采用有机保温材料作为保温层，其优点是保温效果好，但随着国家《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的发布实施，有机保温材料保温装饰板外墙保温系统的应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岩棉属无机类保温材料，燃烧性能为A级不燃材料，优点是其作为保温材料的保温装饰板外

墙保温系统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中保温材料A级防火的相关规定，与常规有

机保温材料保温装饰板外墙保温系统相比，工程应用时可不受建筑物用途及建筑高度限

制，且无需设置防火隔离带及配套使用耐火完整性门窗，利于保温装饰板外墙保温系统的

推广应用。

[0003] 但因岩棉板自身抗拉强度较低，无法用于保温装饰板外墙保温系统。竖丝岩棉条，

其主要纤维方向与表面相垂直，强度高，用于保温装饰板外墙保温系统，质量稳定可靠，但

不利因素是竖丝岩棉条与岩棉板相比导热系数大，保温效果不理想，特别是随着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的不断提高，单一采用竖丝岩棉条作为保温材料将会造成保温层过厚，既不经济

也不安全，目前节能市场上需要一种构造科学合理，质量安全可靠，既满足高的建筑设计标

准要求又满足国家防火规范要求的保温装饰板外墙保温系统，同时减少施工流程，提高施

工效率。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专利设计了一种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

外墙保温系统，所述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外墙保温系统由若干块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胶

粘剂层、锚固件、嵌缝材料构成，若干块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相互拼接，板体的内侧面通过

胶粘剂层与基层墙体粘接，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的面板饰面层的四边分别通过锚固件与基

层墙体连接固定，相邻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之间的缝隙填满嵌缝材料，接缝表面设有密封

胶进行密封，所述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由内无机材料面层、岩棉保温层和面板饰面层构成，

所述面板饰面层与岩棉保温层胶粘连接，所述岩棉保温层由单独的竖丝岩棉板层或相互粘

结的竖丝岩棉板层和有机保温材料层构成。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由工厂化一体预制成型，

两侧为内无机材料面层加面板饰面层，整体提高板体的强度。岩棉保温层由单独竖丝岩棉

板层构成的为A型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岩棉保温层由竖丝岩棉板层和有机保温材料层粘

结构成的为AB型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二种型号的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均达A级防火材料

要求。面板饰面层减少了墙体的表面抹灰及装饰施工程序，提高了施工的效率。安装时采用

胶粘和锚固双重连接固定，相邻板体之间的缝隙通过嵌缝材料填充，保证良好的保温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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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进一步的，所述锚固件包括L形连接件和T形连接件两部分，所述T形连接件包括连

接部和卡合部，连接部通过螺栓与L形连接件固定，所述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的饰面层的四

边分别开有插槽，所述T形连接件的卡合部的两端分别插入在两侧相邻的两块岩棉复合保

温装饰板的插槽中。通过T形连接件卡合两侧相邻的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L形连接件固定

连接墙体。

[0006] 进一步的，所述锚固件包括L形连接件和Y字形连接件两部分，所述Y字形连接件包

括顶部两个分别呈45度角对称倾斜的卡合板和连接板，所述卡合板的厚度由顶端向根部逐

渐变大，所述连接板通过螺栓与L形连接件固定,所述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的饰面层的四边

处分别开有底面为45度斜面的凹槽，所述Y字形连接件的上侧的两个卡合板分别卡合在两

侧相邻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的凹槽中。使用Y字形连接件，只需在饰面层的边缘开斜面凹槽

便可，相对于传统的直凹槽的开槽施工更加容易，而且斜面凹槽的槽底厚度有保证，Y字形

连接件挤压住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的侧边凹槽，不会导致槽底的破裂。传统的锚固件是卡

合拉住凹槽的底面，传统的直凹槽的开槽方式使饰面层的槽底变薄，容易破碎，锚固件存在

脱离的风险。

[0007] 进一步的，所述锚固件采用板边卡锚、卡槽插锚、背栓插锚或者铆接压锚的方式连

接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的饰面层和基层墙体，采用铆接压锚的连接方式的岩棉复合保温装

饰板的饰面层为金属面板。板边卡锚是在饰面层表面边棱开L形槽，采用金属U形压插紧固

件固定在饰面层背面卡槽中，同时紧固件U形底边插入到岩棉保温层中，一个紧固件通常可

以固定两块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卡槽插锚是在饰面层背面粘贴U形硅钙板长条卡槽，并安

装紧固螺丝，采用金属插入式紧固件固定在饰面板层背面卡槽中，一个紧固件通常可固定

两块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背栓插锚是在饰面板层背面安装机械式固定件，采用金属螺栓

或插入式紧固件固定在饰面板层背面，一个螺栓紧固件通常可固定一块岩棉复合保温装饰

板，一个插入式紧固件通常可固定两块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

[0008] 进一步的，所述锚固件的数量每平方米不少于6个。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的岩棉保温层与面板饰面层之间设有外无机

材料面层。面板饰面层通过胶粘剂连接在外无机材料面层上。

[0010] 进一步的，所述饰面层为无石棉硅酸钙板、无石棉纤维水泥平板、陶瓷薄板或天然

花岗岩薄石材板。

[0011]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专利设计的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外墙保温系统，的

进步之处在于，首先保温系统选用的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由内无机材料面层、岩棉保温层

加面板饰面层构成，板体整体抗拉强度优良，防火保温效果优秀，安装时还能减少施工程

序；使用了带Y字形连接件的锚固件对保温系统的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进行固定，开槽操作

方便，使用过程中不会对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的开槽处造成损坏，而且板体安装也更加轻

松，施工方便。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外墙保温系统第一种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是实施例1的锚固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是实施例2中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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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图4是开槽插锚连接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0016] 附图标记说明

[0017] 1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2锚固件、3胶粘剂层、4嵌缝材料、5密封胶、6基层墙体、11

内无机材料面层、12有机保温材料层、13竖丝岩棉板层、14面板饰面层、21‑L形连接件、22‑Y

字形连接件、23‑T形连接件、221卡合板、222连接板、231连接部、232卡合部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说明。

[0019] 实施例1

[0020]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专利设计的一种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外墙保温系统的第

一种实施例，该外墙保温系统包括若干的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1和锚固件2，岩棉复合保温

装饰板1的内侧面通过胶粘剂层3与基层墙体6粘结，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1的四周边棱分别

通过锚固件2与基层墙体6连接固定，相邻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1之间的缝隙填充有嵌缝材

料4。

[0021] 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1由内到位依次为内无机材料面层11、岩棉保温层和面板饰

面层14，内无机材料面层11由柔性水泥基片材或水泥胶浆复合耐碱网格布构成，厚度约为2

～5mm。岩棉保温层包括有机保温材料层12、竖丝岩棉板层13、有机保温材料层13，有机保温

材料层12由在竖丝岩棉板层13上喷涂聚氨酯类或酚醛类材料构成；岩棉保温层与面板饰面

层之间也可以依需再加一层无机材料界面，面板饰面层14选用无石棉硅酸钙板、无石棉纤

维水泥平板、陶瓷薄板或天然花岗岩薄石材板中的一种，通过聚合物胶浆或有机胶类与岩

棉保温层粘结复合，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1由工厂化预制成型，总厚度根据工程设计确定，

且有机保温材料层外侧A级不燃材料总厚度应不低于50mm。

[0022] 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1的饰面层14的四边分别开有卡合面为45度斜面的凹槽，并

分别通过锚固件2卡合住凹槽与基层墙体6连接固定。结合图2所示，锚固件2包括L形连接件

21和Y字形连接件22，L形连接件21的两臂分别开有沿其长度方向拉长的长安装孔，L形连接

件21通过螺栓固定在基层墙体上。Y字形连接件22包括顶部的两个分别呈45度对称倾斜的

卡合板221以及开有穿孔的连接板222。为增强卡合板221的强度，防止使用过程中发生弯

折，其厚度由端部到根部逐渐变大。连接板222通过螺栓与L形连接件21连接固定。锚固件2

的Y字型连接件22的两块倾斜的卡合板221分别卡合在相邻的两块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1的

斜面凹槽中，一个锚固件2同时用于两块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1的安装固定。两岩棉复合保

温装饰板1之间的缝隙填充满嵌缝材料4，接缝表面整体由密封胶5进行密封。每平方米岩棉

复合保温装饰板1最少使用8个锚固件2进行锚固。

[0023] 实施例2

[0024] 在本实施例中，岩棉复合保温装饰外墙保温系统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本实施例

选用的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的结构，如图3所示，本实施例的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1由内到

位依次为内无机材料面层101、竖丝岩棉条层102、外无机材料面层103以及面板饰面层104。

内无机材料面层101及外无机材料面层103均由柔性水泥基卷材或聚合物水泥胶浆复合耐

碱网格布构成，厚度约为2～5mm。面板饰面层104选用无石棉硅酸钙板、无石棉纤维水泥平

板、陶瓷薄板或天然花岗岩薄石材板中的一种，通过聚合物胶浆或有机胶类与外无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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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层103粘结复合，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1由工厂化预制成型，总厚度根据工程设计确定。

[0025] 实施例3

[0026] 本实施例中，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外墙保温系统中的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1的锚

固方式为开槽插锚，如图4所示，岩棉复合保温装饰板1的饰面层14的四边分别开有直插槽，

锚固件2包括L形连接件21和T形连接件23两部分，L形连接件21结构与实施例1相同，T形连

接件包括竖直的连接部231和水平的卡合部232，连接部231开有穿孔，并通过螺栓与L形连

接件21固定，T形连接件23的卡合部232的两端则分别插入在两侧相邻的岩棉复合保温装饰

板1的直插槽中。一个锚固件2的T形连接件23同时卡合两侧相邻的两块岩棉复合保温装饰

板1，L形连接件21通过螺栓固定连接在基层墙体上。

[0027] 上述内容仅为本发明创造的较佳实施例而已，不能以此限定本发明创造的实施范

围，即凡是依本发明创造权利要求及发明创造说明内容所做出的简单的等效变化与修饰，

皆仍属于本发明创造涵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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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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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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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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