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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保温隔声功能的预制混凝土板式的浮

筑楼板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具有保温隔声功能

的预制混凝土板式的浮筑楼板，它包括混凝土楼

板基层(1)、安装在混凝土楼板基层(1)上的保温

隔声隔离层(2)、粘结在保温隔声隔离层(2)上的

石膏基或水泥基自流平砂浆找平层(3)、粘结在

石膏基或水泥基自流平砂浆找平层(3)上的干式

铺贴预制混凝土板(4)；浮筑楼板与墙体四周竖

向连接处粘结有隔声片(5)；保温隔声隔离层(2)

为经压缩处理的石墨EPS板。本实用新型结构设

计合理，具有承重、保温、隔声、减振等性能，且施

工方便、环保性强，劳动生产率高，可节省大量人

工和管理费用，可大大缩短建设周期，综合效益

明显，生产成本低，易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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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保温隔声功能的预制混凝土板式的浮筑楼板，其特征在于，它包括混凝土

楼板基层(1)、安装在混凝土楼板基层(1)上的保温隔声隔离层(2)、粘结在保温隔声隔离层

(2)上的石膏基或水泥基自流平砂浆找平层(3)、粘结在石膏基或水泥基自流平砂浆找平层

(3)上的干式铺贴预制混凝土板(4)；

浮筑楼板与墙体四周竖向连接处粘结有隔声片(5)；

所述的保温隔声隔离层(2)为经压缩处理的石墨EPS板。

2.一种具有保温隔声功能的预制混凝土板式的浮筑楼板，其特征在于，它包括混凝土

楼板基层(1)、安装在混凝土楼板基层(1)上的保温隔声隔离层(2)、粘结在保温隔声隔离层

(2)上的石膏基或水泥基自流平砂浆找平层(3)、粘结在石膏基或水泥基自流平砂浆找平层

(3)上的干式铺贴预制混凝土板(4)；

浮筑楼板与墙体四周竖向连接处粘结有隔声片(5)；

所述的保温隔声隔离层(2)为喷涂发泡聚氨酯板、橡塑材料、玻璃棉板、酚醛板、xps挤

塑板或喷涂无机纤维保温棉。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具有保温隔声功能的预制混凝土板式的浮筑楼板，其特征

在于，混凝土楼板基层(1)和保温隔声隔离层(2)之间设有聚乙烯闭孔泡沫、电子交联垫或

橡胶垫。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具有保温隔声功能的预制混凝土板式的浮筑楼板，其特征在

于，干式铺贴预制混凝土板(4)的厚度为25～50毫米。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具有保温隔声功能的预制混凝土板式的浮筑楼板，其特征在

于，干式铺贴预制混凝土板(4)四边带有凹凸型，梯形，孤形或燕尾槽拼接槽。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具有保温隔声功能的预制混凝土板式的浮筑楼板，其特征在

于，混凝土楼板基层(1)的厚度为120毫米。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保温隔声功能的预制混凝土板式的浮筑楼板，其特征在

于，经压缩处理的石墨EPS板的厚度为15毫米。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具有保温隔声功能的预制混凝土板式的浮筑楼板，其特征在

于，石膏基或水泥基自流平砂浆找平层(3)的厚度为10～2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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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保温隔声功能的预制混凝土板式的浮筑楼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建筑用材料，具体涉及一种具有承重、保温、隔声等性能，且

施工方便、环保性强，劳动生产率高，可节省大量人工和管理费用，可大大缩短建设周期，综

合效益明显，生产成本低的具有保温隔声功能的预制混凝土板式的浮筑楼板。

背景技术

[0002] 作为浮筑楼板的保温隔声材料，现有技术面层大多采用人工浇筑钢筋混凝土保护

层。现有施工技术存在着柔性板材与细石混凝土粘结不牢固，以及人工现场湿作业，施工质

量得不到保证，导致开裂质量事故十分普遍，为后期维修、验收、交房带来了很多麻烦。因此

迫切需要研究新的浮筑楼板新材料、新工艺、替代原有的手工湿作业。为了响应大力发展装

配式建筑的方针，健全装配式建筑标准规范体系。以及满足建筑产业现代化及绿色施工，采

用主要部品配件应以工厂化加工为主，部品安装应满足干法施工的要求。并提高分户楼板

室内环境质量要求全面推广浮筑楼板保温隔声技术。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实用新型目的：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结构设

计合理，具有承重、保温、隔声、减振等性能的具有保温隔声功能的预制混凝土板式的浮筑

楼板。本实用新型采用装配式干式铺贴预制混凝土板，具有施工方便、环保性强，劳动生产

率高，可节省大量人工和管理费用，可大大缩短建设周期，综合效益明显，生产成本低的优

点。

[0004] 技术方案：为了实现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具有保温隔声功能的预制混凝土板式的浮筑楼板，它包括混凝土楼板基层、

安装在混凝土楼板基层上的保温隔声隔离层、粘结在保温隔声隔离层上的石膏基或水泥基

自流平砂浆找平层、粘结在石膏基或水泥基自流平砂浆找平层上的干式铺贴预制混凝土

板；

[0006] 浮筑楼板与墙体四周竖向连接处粘结有隔声片；

[0007] 所述的保温隔声隔离层为经压缩处理的石墨EPS板。

[0008] 一种具有保温隔声功能的预制混凝土板式的浮筑楼板，它包括混凝土楼板基层、

安装在混凝土楼板基层上的保温隔声隔离层、粘结在保温隔声隔离层上的石膏基或水泥基

自流平砂浆找平层、粘结在石膏基或水泥基自流平砂浆找平层上的干式铺贴预制混凝土

板；

[0009] 浮筑楼板与墙体四周竖向连接处粘结有隔声片；

[0010] 所述的保温隔声隔离层为喷涂发泡聚氨酯板、橡塑材料、玻璃棉板、酚醛板、xps挤

塑板(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或喷涂无机纤维保温棉。

[0011] 作为优选方案，以上所述的具有保温隔声功能的预制混凝土板式的浮筑楼板，混

凝土楼板基层和保温隔声隔离层之间设有聚乙烯闭孔泡沫、电子交联垫或橡胶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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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作为优选方案，以上所述的具有保温隔声功能的预制混凝土板式的浮筑楼板，干

式铺贴预制混凝土板的厚度为25～50毫米、作为优选，干式铺贴预制混凝土板采用工厂预

制，四边带有凹凸型，梯形，孤形或燕尾槽拼接槽，相互之间方便拼接，且是工厂预制板，环

保性高，拼接工作效率高。

[0013] 本实用新型现场采用干式作业，可以最大限度保证产品质量和性能，将传统的浮

筑楼板工艺简单化、工厂化。具有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施工速度快、不开裂，开发

了新的浮筑楼板集成化内保温隔声体系。常用干式铺贴预制混凝土板的规格(长宽厚)为25

～50厚度、长度为300～1000(mm)，宽度为300～1000(mm)。特别优选(长宽厚)尺寸为300×

300×25～50(mm)、600×600×25～50(mm)。

[0014] 作为优选方案，以上所述的具有保温隔声功能的预制混凝土板式的浮筑楼板，混

凝土楼板基层的厚度为120毫米。

[0015] 作为优选方案，以上所述的具有保温隔声功能的预制混凝土板式的浮筑楼板，经

压缩处理的石墨EPS板的厚度为15毫米。

[0016] 作为优选方案，以上所述的具有保温隔声功能的预制混凝土板式的浮筑楼板，石

膏基或水泥基自流平砂浆找平层的厚度为10～20毫米。

[0017] 作为优选方案，以上所述的具有保温隔声功能的预制混凝土板式的浮筑楼板，隔

声片采用聚乙烯闭孔泡沫、电子交联垫或橡胶垫材质。

[0018] 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具有保温隔声功能的预制混凝土板式的浮筑楼板和

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0019] 本实用新型采用干式铺贴预制混凝土板，可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省了大量人工和

管理费用、大大缩短建设周期、综合效益明显。并可减少噪声、粉尘和建筑垃圾等污染。可解

决浮筑楼板现场湿作业浇筑长期依赖工人的水平导致施工质量一直难以保证,彻底根除了

开裂的难题。

[0020] 本实用新型在钢筋混凝土楼板上依次铺贴保温隔声隔离层(特别优选经压缩处理

的石墨EPS板或喷涂发泡聚氨酯板、橡塑材料、玻璃棉板、酚醛板、xps挤塑板、喷涂无机纤维

保温棉等保温隔声材料丶墙体四周粘贴竖向隔声片)、浇筑石膏基或水泥基自流平砂浆找平

层、干式铺贴预制混凝土板保护层，起保温、隔声作用的浮筑楼板系统。特别采用干式铺贴

预制混凝土板带有各种企口造型结构板，方便拼接。在保温隔声隔离层上，浇筑石膏基或水

泥基自流平砂浆保证地面平整度的施工工艺，并使用喷涂硬泡聚氨酯作保温隔声材料，具

有整体防水性能优越，解决楼面防水问题，对卫生间、厨房间使用保温隔声材料具有重大意

义。

[0021] 1、本实用新型采用干式铺贴预制混凝土板，在工厂制作，现场采用干式作业，可以

最大限度保证产品质量和性能。

[0022] 2、现有技术传统具有湿作业现场浇筑多、施工精度差、工序复杂、建造周期长，依

赖现场工人水平导致施工质量难以保证等问题。而本实用新型采用干式作业可实现高精

度、高效率和高品质。

[0023] 3、本实用新型可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省大量人工和管理费用，大大缩短建设周期，

综合效益明显，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0024] 4、本实用新型节能环保，减少原材料的浪费，施工现场为干式工法，减少噪声、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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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和建筑垃圾等污染。便于维护，可降低后期运营维护的难度。

[0025] 5、本实用新型具有承重、施工简便、安全可靠、与建筑物同寿命等性能。

[0026] 6、本实用新型使用的结构层材料，可充分利用石材边角料作为再生骨料、缓解工

业废料的污染问题，变废为宝，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具有保温隔声功能的预制混凝土板式的浮筑楼板安装的

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为本实用新型干式铺贴预制混凝土板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实用新型，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

说明本实用新型而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的范围，在阅读了本实用新型之后，本领域技术

人员对本实用新型的各种等价形式的修改均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

[0030] 实施例1

[0031] 如图1和2所示，一种具有保温隔声功能的预制混凝土板式的浮筑楼板，它包括混

凝土楼板基层1、安装在混凝土楼板基层1上的保温隔声隔离层2、粘结在保温隔声隔离层2

上的石膏基或水泥基自流平砂浆找平层3、粘结在石膏基或水泥基自流平砂浆找平层3上的

干式铺贴预制混凝土板4；

[0032] 浮筑楼板与墙体四周竖向连接处粘结有隔声片5；

[0033] 所述的保温隔声隔离层2为经压缩处理的石墨EPS板。

[0034] 干式铺贴预制混凝土板4的厚度为25～50毫米。

[0035] 以上所述的具有保温隔声功能的预制混凝土板式的浮筑楼板，干式铺贴预制混凝

土板4四边带有凹凸型拼接槽。

[0036] 以上所述的具有保温隔声功能的预制混凝土板式的浮筑楼板，混凝土楼板基层1

的厚度为120毫米。经压缩处理的石墨EPS板2的厚度为15毫米。石膏基或水泥基自流平砂浆

找平层3的厚度为10～20毫米。

[0037] 性能检测：干式铺贴预制混凝土板检测性能指标：抗折强度≥3.0MPa(JC/T446)；

吸水率≤8％(GB28635)；面密度≤40～80Kg/m2(GB/T23451)。

[0038] 经压缩处理的石墨EPS板性能指标：表观密度18～23kg/m3(GB/T6343)；导热系数

≤0.035w(m.k)(GB/T10294) ,吸水率≤8％(GB/T8810) ,燃烧性能等级B1级(GB8624)，压缩

强度≥18kPa(GB/T8813)，压缩形变(23℃,4kpa ,24h)≤5.0％(GB/T15048)，游离甲醛≤

0.050(㎎/㎡ .h)(GB50325)，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0.500(mg/㎡ .h)(GB50325)，压缩弹性

模量≤0.5Mpa(GB/T8813)，烟毒性准安全ZA3级(GB/T20285)。

[0039] 水泥基自流平砂浆性能指标：抗压强度≥20MPa(JGJ/T175-2018) ,流动性(初始流

动性，20min流动性)≥130㎜(JC/T985)，拉伸粘结强度≥1.0MPa(JGJ/T175-2018)。

[0040] 撞击声压级(120毫米厚钢筋混凝土楼板+15毫米厚经压缩处理的石墨EPS板+10～

20毫米厚石膏基或水泥基自流平砂浆找平层+25毫米厚预制混凝土板+8毫米厚竖向隔声片

≤65db(GB/T198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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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实施例2

[0042] 如图1和2所示，一种具有保温隔声功能的预制混凝土板式的浮筑楼板，它包括混

凝土楼板基层1、安装在混凝土楼板基层1上的聚乙烯闭孔泡沫、安装在聚乙烯闭孔泡沫上

的保温隔声隔离层2、粘结在保温隔声隔离层2上的石膏基或水泥基自流平砂浆找平层3、粘

结在石膏基或水泥基自流平砂浆找平层3上的干式铺贴预制混凝土板4；

[0043] 浮筑楼板与墙体四周竖向连接处粘结有隔声片5；

[0044] 所述的保温隔声隔离层2为经压缩处理的石墨EPS板。

[0045] 干式铺贴预制混凝土板4的厚度为25～50毫米。

[0046] 以上所述的具有保温隔声功能的预制混凝土板式的浮筑楼板，干式铺贴预制混凝

土板4四边带有凹凸型拼接槽。

[0047] 以上所述的具有保温隔声功能的预制混凝土板式的浮筑楼板，混凝土楼板基层1

的厚度为120毫米。经压缩处理的石墨EPS板2的厚度为15毫米。石膏基或水泥基自流平砂浆

找平层3的厚度为10～20毫米。

[0048] 性能检测：干式铺贴预制混凝土板检测性能指标：抗折强度≥3.0MPa(JC/T446)；

吸水率≤8％(GB28635)；面密度≤40～80Kg/m2(GB/T23451)。

[0049] 经压缩处理的石墨EPS板性能指标：表观密度18～23kg/m3(GB/T6343)；导热系数

≤0.035w(m.k)(GB/T10294) ,吸水率≤8％(GB/T8810) ,燃烧性能等级B1级(GB8624)，压缩

强度≥18kPa(GB/T8813)，压缩形变(23℃,4kpa ,24h)≤5.0％(GB/T15048)，游离甲醛≤

0.050(㎎/㎡ .h)(GB50325)，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0.500(mg/㎡ .h)(GB50325)，压缩弹性

模量≤0.5Mpa(GB/T8813)，烟毒性准安全ZA3级(GB/T20285)。

[0050] 水泥基自流平砂浆性能指标：抗压强度≥20MPa(JGJ/T175-2018) ,流动性(初始流

动性，20min流动性)≥130㎜(JC/T985)，拉伸粘结强度≥1.0MPa(JGJ/T175-2018)。

[0051] 撞击声压级(120毫米厚钢筋混凝土楼板+3毫米聚乙烯闭孔泡沫+15毫米厚经压缩

处理的石墨EPS板+10～20毫米厚石膏基或水泥基自流平砂浆找平层+25毫米厚预制混凝土

板+8毫米厚竖向隔声片≤60db(GB/T19889.7)。

[0052] 实施例3

[0053] 如图1和2所示，一种具有保温隔声功能的预制混凝土板式的浮筑楼板，它包括混

凝土楼板基层1、安装在混凝土楼板基层1上的保温隔声隔离层2、粘结在保温隔声隔离层2

上的石膏基或水泥基自流平砂浆找平层3、粘结在石膏基或水泥基自流平砂浆找平层3上的

干式铺贴预制混凝土板4；

[0054] 浮筑楼板与墙体四周竖向连接处粘结有隔声片5；

[0055] 所述的保温隔声隔离层2为喷涂发泡聚氨酯板、橡塑材料、玻璃棉板、酚醛板、xps

挤塑板或喷涂无机纤维保温棉。

[0056] 以上所述的具有保温隔声功能的预制混凝土板式的浮筑楼板，干式铺贴预制混凝

土板4的厚度为20～25毫米。干式铺贴预制混凝土板4四边带有凹凸型拼接槽。石膏基或水

泥基自流平砂浆找平层(3)的厚度为10～20毫米。

[0057] 性能检测：干式铺贴预制混凝土板检测性能指标：抗折强度≥3.0MPa(JC/T446)；

吸水率≤8％(GB28635)；面密度≤40～80Kg/m2(GB/T23451)。

[0058] 水泥基自流平砂浆性能指标：抗压强度≥20MPa(JGJ/T175-2018)，流动性(初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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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20min流动性)≥130㎜(JC/T985)，拉伸粘结强度≥1.0MPa(JGJ/T175-2018)。

[0059] 撞击声压级(120毫米厚钢筋混凝土楼板+15毫米厚发泡聚氨酯板+10～20毫米厚

石膏基或水泥基自流平砂浆找平层+25毫米厚预制混凝土板+8毫米厚竖向隔声片≤66db

(GB/T19889.7)。

[0060] 实施例4

[0061] 如图1和2所示，一种具有保温隔声功能的预制混凝土板式的浮筑楼板，它包括混

凝土楼板基层1、安装在混凝土楼板基层1上的电子交联垫、安装在电子交联垫上的保温隔

声隔离层2、粘结在保温隔声隔离层2上的石膏基或水泥基自流平砂浆找平层3、粘结在石膏

基或水泥基自流平砂浆找平层3上的干式铺贴预制混凝土板4；

[0062] 浮筑楼板与墙体四周竖向连接处粘结有隔声片5；

[0063] 所述的保温隔声隔离层2为喷涂发泡聚氨酯板、橡塑材料、玻璃棉板、酚醛板、xps

挤塑板或喷涂无机纤维保温棉。

[0064] 以上所述的具有保温隔声功能的预制混凝土板式的浮筑楼板，干式铺贴预制混凝

土板4的厚度为25～50毫米。干式铺贴预制混凝土板4四边带有凹凸型拼接槽。石膏基或水

泥基自流平砂浆找平层(3)的厚度为10～20毫米。

[0065] 性能检测：干式铺贴预制混凝土板检测性能指标：抗折强度≥3.0MPa(JC/T446)；

吸水率≤8％(GB28635)；面密度≤40～80Kg/m2(GB/T23451)。

[0066] 水泥基自流平砂浆性能指标：抗压强度≥20MPa(JGJ/T175-2018)，流动性(初始流

动性，20min流动性)≥130㎜(JC/T985)，拉伸粘结强度≥1.0MPa(JGJ/T175-2018)。

[0067] 撞击声压级(120毫米厚钢筋混凝土楼板+3毫米后电子交联垫+15毫米厚发泡聚氨

酯板+10～20毫米厚石膏基或水泥基自流平砂浆找平层+25毫米厚预制混凝土板+8毫米厚

竖向隔声片≤60db(GB/T19889.7)。

[0068]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

润饰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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