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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建筑用吸热保暖墙体及

其实施方法，在主墙板的基层墙体外壁上设置砂

浆找平层和粘接层安装保温板，并利用混凝土材

料和聚乙烯颗粒材料均匀混合后制成基层墙体，

通过保温板内部的膨胀聚苯板吸热调节和聚乙

烯颗粒熔化后凝固放热效果，来对室内进行保

温，双道保温措施既提高了墙体的保温效果，又

达到快速调节室内温度的目的，在保温板的外壁

四角处分别开设内陷扇形缺口和安装孔，相邻的

保温板拐角处的四个内陷扇形缺口组成一个圆

配合安装孔安装固定装置，限位盘和插柱卡合安

装于圆和安装孔内后，固定钉的末端穿透粘接层

和砂浆找平层后钉入基层墙体内部，利用限位盘

对相邻的四块保温板拐角处进行夹紧固定，加强

了保温板的安装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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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建筑用吸热保暖墙体，包括主墙板（1）和固定装置（2），固定装置（2）设置于主墙

板（1）的外壁上，其特征在于：所述主墙板（1）包括基层墙体（11）、砂浆找平层（12）、粘接层

（13）、保温板（14）、内陷扇形缺口（15）和安装孔（16），基层墙体（11）的一侧外壁上铺设有砂

浆找平层（12），砂浆找平层（12）的外壁上涂覆有粘接层（13），粘接层（13）的外壁上均匀粘

黏固定连接有若干块完全相同的保温板（14），保温板（14）远离粘接层（13）一侧的外壁四角

处分别开设有内陷扇形缺口（15），内陷扇形缺口（15）的外壁上均开设有安装孔（16），四块

呈矩形拼接在一起的保温板（14），其相邻拐角处的四个内陷扇形缺口（15）可组成一个完整

的圆，圆内的四个安装孔（16）内腔安装同一个固定装置（2）；

固定装置（2）包括限位盘（21）、插柱（22）和固定钉（23），限位盘（21）卡合安装于四块呈

矩形拼接在一起的保温板（14）其相邻拐角处的四个内陷扇形缺口（15）所组成圆内，限位盘

（21）的一侧外壁上对应圆内四个安装孔（16）处分别固定连接有插柱（22），插柱（22）的非固

定端分别设置有固定钉（23），且插柱（22）分别延伸至安装孔（16）内腔后，固定钉（23）的末

端钉入基层墙体（11）的内部，并通过限位盘（21）对相邻的四块保温板（14）拐角处进行夹紧

固定。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用吸热保暖墙体，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层墙体（11）为混

凝土材料和聚乙烯颗粒材料均匀混合后所制成的构件，且混凝土材料和聚乙烯颗粒材料的

掺和比为5:1。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用吸热保暖墙体，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温板（14）包括膨

胀聚苯板（141）、耐碱玻纤网格布（142）、抗裂砂浆层（143）、柔性耐水腻子（144）和防水涂料

（145），膨胀聚苯板（141）通过粘接层（13）粘黏固定于砂浆找平层（12）的外壁上，膨胀聚苯

板（141）远离粘接层（13）的一侧外壁上通过粘胶粘黏有耐碱玻纤网格布（142），抗裂砂浆层

（143）均匀涂抹于耐碱玻纤网格布（142）的外壁上及其网格缝隙间，抗裂砂浆层（143）的外

壁上均匀涂抹有一层柔性耐水腻子（144），柔性耐水腻子（144）的外壁上涂覆有一层防水涂

料（145）。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建筑用吸热保暖墙体，其特征在于：所述膨胀聚苯板（141）、

耐碱玻纤网格布（142）和抗裂砂浆层（143）的侧壁间均匀开设有限位孔（146），限位孔（146）

均为内陷式结构，且限位孔（146）的内腔均设置有固定销（147）。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建筑用吸热保暖墙体，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销（147）插入

限位孔（146）后，其两端的端头均通过铆接方式进行墩粗形成限位块，限位块均贴合限位孔

（146）的内壁设置。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建筑用吸热保暖墙体，其特征在于：所述膨胀聚苯板（141）

的为方形结构，且膨胀聚苯板（141）的材料等级达到B1级。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用吸热保暖墙体，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盘（21）与内陷

扇形缺口（15）内壁间过盈配合，限位盘（21）与内陷扇形缺口（15）内壁间的缝隙内和保温板

（14）间的缝隙内均填充有美缝剂。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用吸热保暖墙体，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钉（23）的两侧

外壁上分别开设有相对称的安装槽（24），安装槽（24）对应端口的一侧内壁上固定连接弹簧

（25）的一端，弹簧（25）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有扇形块（26），扇形块（26）的尖端均对准固定钉

（23）的尖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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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种如权利要求1-8任意一项所述的建筑用吸热保暖墙体的实施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S1：在主墙板（1）的基层墙体（11）的外壁上均匀涂抹上一层超早强聚合物找平砂浆，待

其自然流平后，通过自然风干凝固后形成砂浆找平层（12）；

S2:在砂浆找平层（12）的外壁上均匀涂抹上一层胶黏剂形成粘接层（13），并将保温板

（14）首尾相接的依次整齐的粘黏在粘接层（13）的外壁上；

S3：在保温板（14）的外侧架设支撑架，利用支撑架对每块保温板（14）进行固定，防止其

因重量影响下沉导致安装精度出现偏差；

S4：检查相邻保温板（14）拐角处的内陷扇形缺口（15）是否对接精准，以及是否形成一

个完整的圆，若有偏差则手动进行校准，反之则不管；

S5：将固定装置（2）的限位盘（21）和插柱（22）分别对准内陷扇形缺口（15）组成的圆及

其外壁上的四个安装孔（16），使插柱（22）末端的固定钉（23）分别延伸至安装孔（16）的内

腔；

S6：利用锤子用力捶打限位盘（21），使固定钉（23）的末端分别依次穿透粘接层（13）和

砂浆找平层（12）后，钉入基层墙体（11）的内部，利用限位盘（21）对相邻的四块保温板（14）

拐角处进行夹紧固定；

S7：待所有保温板（14）均通过限位盘（21）固定牢固，且粘接层（13）的胶黏剂完全凝结

后，撤除所有保温板（14）外壁上架设的支撑架；

S8：利用美缝枪将美缝剂依次填充进限位盘（21）与内陷扇形缺口（15）内壁间的缝隙内

和保温板（14）间的缝隙内，并用抹布将多余溢出的美缝剂擦拭干净，确保保温板（14）的外

观整洁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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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用吸热保暖墙体及其实施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墙体材料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建筑用吸热保暖墙体及其实施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伴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建筑装饰行业也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减

少建筑过程中以及建筑完成后能量的消耗对于提升建筑效益有着重要的意义，为了响应国

家节能减排的号召，提升建筑物的居住舒适性，保温材料的应用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经

济意义。墙体保温材料(又称无机活性墙体保温隔热材料)可大量节约墙体材料，提高墙体

保温性能，节约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是专注于做内外墙保温的新型材料。

[0003] 然而现有的一些外墙保温材料都是通过砂浆或者胶黏剂粘黏在建筑外墙的外壁

上，使用时间一旦过长，保温板材料容易从建筑外墙的外壁上脱落下来，导致墙板失去保温

效果；而且墙板设置单道保温措施，不仅保温的效果差强人意，调节效率还比较慢，达不到

快速调节室内温度的效果。

[0004] 因此，我们推出了一种建筑用吸热保暖墙体。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建筑用吸热保暖墙体，在主墙板的基层墙体外壁上设

置砂浆找平层和粘接层安装保温板，并利用混凝土材料和聚乙烯颗粒材料均匀混合后制成

基层墙体，以及在保温板远离粘接层一侧的外壁四角处分别开设内陷扇形缺口和安装孔，

相邻的保温板拐角处的四个内陷扇形缺口组成一个圆配合安装孔安装固定装置，从而解决

了上述背景中所提出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建筑用吸热保暖墙体，包括主墙

板和固定装置，固定装置设置于主墙板的外壁上，所述主墙板包括基层墙体、砂浆找平层、

粘接层、保温板、内陷扇形缺口和安装孔，基层墙体的一侧外壁上铺设有砂浆找平层，砂浆

找平层的外壁上涂覆有粘接层，粘接层的外壁上均匀粘黏固定连接有若干块完全相同的保

温板，保温板远离粘接层一侧的外壁四角处分别开设有内陷扇形缺口，内陷扇形缺口的外

壁上均开设有安装孔，四块呈矩形拼接在一起的保温板，其相邻拐角处的四个内陷扇形缺

口可组成一个完整的圆，圆内的四个安装孔内腔安装同一个固定装置；

固定装置包括限位盘、插柱和固定钉，限位盘卡合安装于四块呈矩形拼接在一起的保

温板其相邻拐角处的四个内陷扇形缺口所组成圆内，限位盘的一侧外壁上对应圆内四个安

装孔处分别固定连接有插柱，插柱的非固定端分别设置有固定钉，且插柱分别延伸至安装

孔内腔后，固定钉的末端钉入基层墙体的内部，并通过限位盘对相邻的四块保温板拐角处

进行夹紧固定。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基层墙体为混凝土材料和聚乙烯颗粒材料均匀混合后所制成的构

件，且混凝土材料和聚乙烯颗粒材料的掺和比为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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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进一步地，所述保温板包括膨胀聚苯板、耐碱玻纤网格布、抗裂砂浆层、柔性耐水

腻子和防水涂料，膨胀聚苯板通过粘接层粘黏固定于砂浆找平层的外壁上，膨胀聚苯板远

离粘接层的一侧外壁上通过粘胶粘黏有耐碱玻纤网格布，抗裂砂浆层均匀涂抹于耐碱玻纤

网格布的外壁上及其网格缝隙间，抗裂砂浆层的外壁上均匀涂抹有一层柔性耐水腻子，柔

性耐水腻子的外壁上涂覆有一层防水涂料。

[0009] 进一步地，所述膨胀聚苯板、耐碱玻纤网格布和抗裂砂浆层的侧壁间均匀开设有

限位孔，限位孔均为内陷式结构，且限位孔的内腔均设置有固定销。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固定销插入限位孔后，其两端的端头均通过铆接方式进行墩粗形

成限位块，限位块均贴合限位孔的内壁设置。

[0011] 进一步地，所述膨胀聚苯板为方形结构，且膨胀聚苯板的材料等级达到B1级。

[0012] 进一步地，所述限位盘与内陷扇形缺口内壁间过盈配合，限位盘与内陷扇形缺口

内壁间的缝隙内和保温板间的缝隙内均填充有美缝剂。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固定钉的两侧外壁上分别开设有相对称的安装槽，安装槽对应端

口的一侧内壁上固定连接弹簧的一端，弹簧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有扇形块，扇形块的尖端均

对准固定钉的尖端设置。

[0014] 本发明提出的另一种技术方案：一种建筑用吸热保暖墙体的实施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S1：在主墙板的基层墙体的外壁上均匀涂抹上一层超早强聚合物找平砂浆，待其自然

流平后，通过自然风干凝固后形成砂浆找平层；

S2:在砂浆找平层的外壁上均匀涂抹上一层胶黏剂形成粘接层，并将保温板首尾相接

的依次整齐的粘黏在粘接层的外壁上；

S3：在保温板的外侧架设支撑架，利用支撑架对每块保温板进行固定，防止其因重量影

响下沉导致安装精度出现偏差；

S4：检查相邻保温板拐角处的内陷扇形缺口是否对接精准，以及是否形成一个完整的

圆，若有偏差则手动进行校准，反之则不管；

S5：将固定装置的限位盘和插柱分别对准内陷扇形缺口组成的圆及其外壁上的四个安

装孔，使插柱末端的固定钉分别延伸至安装孔的内腔；

S6：利用锤子用力捶打限位盘，使固定钉的末端分别依次穿透粘接层和砂浆找平层后，

钉入基层墙体的内部，利用限位盘对相邻的四块保温板拐角处进行夹紧固定；

S7：待所有保温板均通过限位盘固定牢固，且粘接层的胶黏剂完全凝结后，撤除所有保

温板外壁上架设的支撑架；

S8：利用美缝枪将美缝剂依次填充进限位盘与内陷扇形缺口内壁间的缝隙内和保温板

间的缝隙内，并用抹布将多余溢出的美缝剂擦拭干净，确保保温板的外观整洁美观。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1．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建筑用吸热保暖墙体，在主墙板的基层墙体外壁上设置砂浆找平

层和粘接层安装保温板，并利用混凝土材料和聚乙烯颗粒材料均匀混合后制成基层墙体，

通过保温板内部的膨胀聚苯板吸热调节和聚乙烯颗粒熔化后凝固放热效果，来对室内进行

保温，双道保温措施既提高了墙体的保温效果，又提高了调节效率，达到快速调节室内温度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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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建筑用吸热保暖墙体，在保温板远离粘接层一侧的外壁四角处分

别开设内陷扇形缺口和安装孔，相邻的保温板拐角处的四个内陷扇形缺口组成一个圆配合

安装孔安装固定装置，限位盘和插柱卡合安装于圆和安装孔内部后，固定钉的末端分别依

次穿透粘接层和砂浆找平层后钉入基层墙体的内部，利用限位盘对相邻的四块保温板拐角

处进行夹紧固定，加强了保温板的安装稳定性，避免其从建筑外墙上脱落导致保温失效的

麻烦，且对保温板的伤害较低；

3．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建筑用吸热保暖墙体，在固定钉的两侧外壁上分别开设相对称的

安装槽，安装槽对应端口的一侧内壁上固定连接弹簧的一端，弹簧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扇形

块，扇形块的尖端均对准固定钉的尖端设置，扇形块在穿过安装孔时收缩进安装槽内，固定

钉的末端钉入基层墙体的内部后，扇形块延伸至安装孔的另一端并在弹簧的作用下伸出安

装槽，配合限位盘分居保温板拐角处的内外两侧对其进行夹紧固定，进一步加强了保温板

的安装稳定性。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的主墙板剖视图；

图3为本发明的主墙板爆炸图；

图4为本发明的保温板爆炸图；

图5为本发明的固定装置结构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的固定钉侧壁上扇形块收缩状态图；

图7为本发明的固定钉截面图；

图8为本发明的固定钉截面A处放大图。

[0017] 图中：1、主墙板；11、基层墙体；12、砂浆找平层；13、粘接层；14、保温板；141、膨胀

聚苯板；142、耐碱玻纤网格布；143、抗裂砂浆层；144、柔性耐水腻子；145、防水涂料；146、限

位孔；147、固定销；15、内陷扇形缺口；16、安装孔；2、固定装置；21、限位盘；22、插柱；23、固

定钉；24、安装槽；25、弹簧；26、扇形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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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9] 实施例一

请参阅图1-3，一种建筑用吸热保暖墙体，包括主墙板1和固定装置2，固定装置2设置于

主墙板1的外壁上，主墙板1包括基层墙体11、砂浆找平层12、粘接层13、保温板14、内陷扇形

缺口15和安装孔16，基层墙体11为混凝土材料和聚乙烯颗粒材料均匀混合后所制成的构

件，且混凝土材料和聚乙烯颗粒材料的掺和比为5:1，基层墙体11的一侧外壁上铺设有砂浆

找平层12，砂浆找平层12的外壁上涂覆有粘接层13，粘接层13的外壁上均匀粘黏固定连接

有若干块完全相同的保温板14，通过保温板14内部的膨胀聚苯板141吸热调节和聚乙烯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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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熔化后凝固放热效果，来对室内进行保温，双道保温措施既提高了墙体的保温效果，又提

高了调节效率，达到快速调节室内温度的效果，保温板14远离粘接层13一侧的外壁四角处

分别开设有内陷扇形缺口15，内陷扇形缺口15的外壁上均开设有安装孔16，四块呈矩形拼

接在一起的保温板14，其相邻拐角处的四个内陷扇形缺口15可组成一个完整的圆，圆内的

四个安装孔16内腔安装同一个固定装置2。

[0020] 实施例二

请参阅图4，一种建筑用吸热保暖墙体，保温板14包括膨胀聚苯板141、耐碱玻纤网格布

142、抗裂砂浆层143、柔性耐水腻子144和防水涂料145，膨胀聚苯板141为方形结构，且膨胀

聚苯板141的材料等级达到B1级，且膨胀聚苯板141通过粘接层13粘黏固定于砂浆找平层12

的外壁上，膨胀聚苯板141远离粘接层13的一侧外壁上通过粘胶粘黏有耐碱玻纤网格布

142，抗裂砂浆层143均匀涂抹于耐碱玻纤网格布142的外壁上及其网格缝隙间，抗裂砂浆层

143的外壁上均匀涂抹有一层柔性耐水腻子144，柔性耐水腻子144的外壁上涂覆有一层防

水涂料145，膨胀聚苯板141、耐碱玻纤网格布142和抗裂砂浆层143的侧壁间均匀开设有限

位孔146，限位孔146均为内陷式结构，且限位孔146的内腔均设置有固定销147，固定销147

插入限位孔146后，其两端的端头均通过铆接方式进行墩粗形成限位块，限位块均贴合限位

孔146的内壁设置。

[0021] 实施例三

请参阅5-8，一种建筑用吸热保暖墙体，固定装置2包括限位盘21、插柱22和固定钉23，

限位盘21卡合安装于四块呈矩形拼接在一起的保温板14其相邻拐角处的四个内陷扇形缺

口15所组成圆内，限位盘21与内陷扇形缺口15内壁间过盈配合，限位盘21与内陷扇形缺口

15内壁间的缝隙内和保温板14间的缝隙内均填充有美缝剂，限位盘21的一侧外壁上对应圆

内四个安装孔16处分别固定连接有插柱22，插柱22的非固定端分别设置有固定钉23，且插

柱22分别延伸至安装孔16内腔后，固定钉23的末端钉入基层墙体11的内部，并通过限位盘

21对相邻的四块保温板14拐角处进行夹紧固定，限位盘21和插柱22卡合安装于圆和安装孔

16后，固定钉23的末端分别依次穿透粘接层13和砂浆找平层12后钉入基层墙体11的内部，

利用限位盘21对相邻的四块保温板14拐角处进行夹紧固定，加强了保温板14的安装稳定

性，避免其从建筑外墙上脱落导致保温失效的麻烦，且对保温板14的伤害较低，固定钉23的

两侧外壁上分别开设有相对称的安装槽24，安装槽24对应端口的一侧内壁上固定连接弹簧

25的一端，弹簧25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有扇形块26，扇形块26的尖端均对准固定钉23的尖端

设置，扇形块26在穿过安装孔16时收缩进安装槽24内，固定钉23的末端钉入基层墙体11的

内部后，扇形块26延伸至安装孔16的另一端并在弹簧25的作用下伸出安装槽24，配合限位

盘21分居保温板14拐角处的内外两侧对其进行夹紧固定，进一步加强了保温板14的安装稳

定性。

[0022] 为了更好的展现建筑用吸热保暖墙体置的实施方法，本实施例现提出一种建筑用

吸热保暖墙体的实施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在主墙板1的基层墙体11的外壁上均匀涂抹上一层超早强聚合物找平砂浆，待

其自然流平后，通过自然风干凝固后形成砂浆找平层12。

[0023] 步骤二:在砂浆找平层12的外壁上均匀涂抹上一层胶黏剂形成粘接层13，并将保

温板14首尾相接的依次整齐的粘黏在粘接层13的外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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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步骤三：在保温板14的外侧架设支撑架，利用支撑架对每块保温板14进行固定，防

止其因重量影响下沉导致安装精度出现偏差。

[0025] 步骤四：检查相邻保温板14拐角处的内陷扇形缺口15是否对接精准，以及是否形

成一个完整的圆，若有偏差则手动进行校准，反之则不管。

[0026] 步骤五：将固定装置2的限位盘21和插柱22分别对准内陷扇形缺口15组成的圆及

其外壁上的四个安装孔16，使插柱22末端的固定钉23分别延伸至安装孔16的内腔。

[0027] 步骤六：利用锤子用力捶打限位盘21，使固定钉23的末端分别依次穿透粘接层13

和砂浆找平层12后，钉入基层墙体11的内部，利用限位盘21对相邻的四块保温板14拐角处

进行夹紧固定。

[0028] 步骤七：待所有保温板14均通过限位盘21固定牢固，且粘接层13的胶黏剂完全凝

结后，撤除所有保温板14外壁上架设的支撑架。

[0029] 步骤八：利用美缝枪将美缝剂依次填充进限位盘21与内陷扇形缺口15内壁间的缝

隙内和保温板14间的缝隙内，并用抹布将多余溢出的美缝剂擦拭干净，确保保温板14的外

观整洁美观。

[0030]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建筑用吸热保暖墙体，在主墙板1的基层墙体11外壁

上设置砂浆找平层12和粘接层13安装保温板14，并利用混凝土材料和聚乙烯颗粒材料均匀

混合后制成基层墙体11，通过保温板14内部的膨胀聚苯板141吸热调节和聚乙烯颗粒熔化

后凝固放热效果，来对室内进行保温，双道保温措施既提高了墙体的保温效果，又提高了调

节效率，达到快速调节室内温度的目的；在保温板14远离粘接层13一侧的外壁四角处分别

开设内陷扇形缺口15和安装孔16，相邻的保温板14拐角处的四个内陷扇形缺口15组成一个

圆配合安装孔16安装固定装置2，限位盘21和插柱22卡合安装于圆和安装孔16内部后，固定

钉23的末端分别依次穿透粘接层13和砂浆找平层12后钉入基层墙体11的内部，利用限位盘

21对相邻的四块保温板14拐角处进行夹紧固定，加强了保温板14的安装稳定性，避免其从

建筑外墙上脱落导致保温失效的麻烦，且对保温板14的伤害较低；在固定钉23的两侧外壁

上分别开设相对称的安装槽24，安装槽24对应端口的一侧内壁上固定连接弹簧25的一端，

弹簧25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扇形块26，扇形块26的尖端均对准固定钉23的尖端设置，扇形块

26在穿过安装孔16时收缩进安装槽24内，固定钉23的末端钉入基层墙体11的内部后，扇形

块26延伸至安装孔16的另一端并在弹簧25的作用下伸出安装槽24，配合限位盘21分居保温

板14拐角处的内外两侧对其进行夹紧固定，进一步加强了保温板14的安装稳定性。

[0031]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实

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之间存

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

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

素，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

所固有的要素。

[0032]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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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6 页

11

CN 111719735 A

11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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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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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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