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0112373.3

(22)申请日 2020.02.2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139958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5.12

(73)专利权人 济南四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250000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济洛路

163号

(72)发明人 吴美君　

(74)专利代理机构 重庆壹手知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50267

代理人 彭啟强

(51)Int.Cl.

E04B 5/17(2006.01)

E04B 1/88(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10409756 A,2019.11.05

CN 208578226 U,2019.03.05

CN 201802044 U,2011.04.20

CN 110528708 A,2019.12.03

CN 1944831 A,2007.04.11

WO 2005045148 A1,2005.05.19

US 2014298742 A1,2014.10.09

US 2007081858 A1,2007.04.12

EP 2325409 A1,2011.05.25

审查员 张琬莹

 

(54)发明名称

一种建筑楼板保温隔声系统及其施工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建筑楼板保温隔声系统，

包括饰面层、保护层、保温隔声层和楼板层，所述

保温隔声层包括多块设有多个通孔的保温隔声

板，所述保温隔声板的上部设有多个钢筋槽，所

述建筑楼板保温隔声系统还包括设置在通孔内

的现浇地聚合物部件、设置在钢筋槽内和钢筋槽

两端的通孔内的细钢筋和填缝材料，所述细钢筋

的两端分别设置在钢筋槽两端连通的通孔内，所

述保温隔声板在通孔四周底部与楼板层之间的

缝隙采用填缝材料填塞，所述现浇地聚合物部件

采用地聚合物注浆材料现浇而成，其抗压强度大

于或等于保护层的抗压强度。本发明结构简单，

应用成本低，可避免楼地面交付时出现空鼓、开

裂等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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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建筑楼板保温隔声系统，包括饰面层（1）、保护层（3）、保温隔声层和楼板层（8），

所述保温隔声层包括多块保温隔声板（4），所述保温隔声板（4）设有多排孔洞，每排孔洞为

多个均布的通孔（11），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温隔声板（4）的上部设有多个设置在水平方向相

邻的通孔之间或竖直方向相邻的通孔之间的钢筋槽（10），所述建筑楼板保温隔声系统还包

括设置在通孔内的现浇地聚合物部件（6）、设置在钢筋槽内和钢筋槽两端的通孔内的细钢

筋（5）、填缝材料（7）和多个工字轨接板槽（12），所述细钢筋（5）的两端分别设置在钢筋槽两

端连通的通孔内，所述保温隔声板在通孔四周底部与楼板层之间的缝隙采用填缝材料填

塞，所述现浇地聚合物部件（6）采用地聚合物注浆材料现浇而成，其抗压强度大于或等于保

护层的抗压强度，所述工字轨接板槽（12）用于分别将相邻的保温隔声板（4）连接在一起使

多块保温隔声板处于同一水平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楼板保温隔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细钢筋的顶端高于

保温隔声板的上端面，底端低于保温隔声板的上端面，所述钢筋槽的宽度为细钢筋的直径

的0.95～1.05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楼板保温隔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筋槽与细钢筋之

间的缝隙采用填缝材料填塞。

4.一种建筑楼板保温隔声系统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将楼板层的表面清理干净；

S2、在楼板层上铺设由多块保温隔声板组成的保温隔声层，并采用多个工字轨接板槽

分别将相邻的保温隔声板连接在一起使多块保温隔声板处于同一水平面，所述保温隔声板

设有多排孔洞，每排孔洞为多个均布的通孔，所述保温隔声板的上部还设有多个钢筋槽，所

述钢筋槽设置在水平方向相邻的通孔之间或竖直方向相邻的通孔之间；

S3、在保温隔声板的通孔四周底部与楼板层之间的缝隙处填塞填缝材料；

S4、在钢筋槽内和钢筋槽两端的通孔内安装细钢筋，其中，细钢筋的两端分别设置在钢

筋槽两端连通的通孔内；

S5、在通孔内现浇地聚合物注浆材料，待地聚合物注浆材料固化形成现浇地聚合物部

件后，在保温隔声层和现浇地聚合物部件上浇筑保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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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楼板保温隔声系统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楼板保温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建筑楼板保温隔声系统及其施工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建筑室内热环境和声环境方面的要求

越来越高，国家和各地政府对该问题也是越来越重视，在国家和各地相关设计标准中，对住

宅等类型的建筑楼面要求采取保温隔声措施。

[0003] 目前楼板保温隔声多采用浮筑构造，浮筑构造是将保温（隔声）材料铺设在结构楼

板上，保温材料上浇筑配筋细石混凝土或轻集料混凝土保温层，保护层四周应与墙体隔离，

形成即保温又隔声的构造。其中，浮筑构造中保温隔声材料多为无机保温砂浆、挤塑聚苯

板、聚氨酯板等，由于保温隔声材料强度较低，同时长期受压情况下有较大的变形，需要在

保温隔声层上做40-50mm配筋细石钢筋混凝土作为保护层，虽然较好地避免了保温隔声材

料受压时出现较大的变形，但当楼面的饰面层上摆放钢琴或书柜等质量大的家具使楼面受

到较大的点受力或/和线受力时，就会很容易导楼地面空鼓、开裂等质量隐患，尤其是部分

企业为了降低楼地面保温隔声应用成本，在凹凸不平的楼面上不做找平层，直接分别铺设

保温隔声层和保护层，使楼地面某些部位受到较大压力时会出现较大变形，从而使楼面更

易出现开裂和空鼓。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建筑楼板保温

隔声系统及其施工方法，采用在保温隔声板的通孔内现浇地聚合物注浆材料和细钢筋槽内

安装细钢筋，通过现浇地聚合物部件与细钢筋组合形成的抗压结构使饰面层受到较大压力

时保温隔声层不会出现较大变形，避免了楼地面交付时出现空鼓、开裂等质量问题。

[0005] 为此，本发明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一种建筑楼板保温隔声系统，包括饰面层、保

护层、保温隔声层和楼板层，所述保温隔声层包括多块保温隔声板，所述保温隔声板设有多

排孔洞，每排孔洞为多个均布的通孔，所述保温隔声板的上部设有多个设置在水平方向相

邻的通孔之间或竖直方向相邻的通孔之间的钢筋槽，所述建筑楼板保温隔声系统还包括设

置在通孔内的现浇地聚合物部件、设置在钢筋槽内和钢筋槽两端的通孔内的细钢筋和填缝

材料，所述细钢筋的两端分别设置在钢筋槽两端连通的通孔内，所述保温隔声板在通孔四

周底部与楼板层之间的缝隙采用填缝材料填塞，所述现浇地聚合物部件采用地聚合物注浆

材料现浇而成，其抗压强度大于或等于保护层的抗压强度。

[0006] 进一步地，所述建筑楼板保温隔声系统还包括多个工字轨接板槽，所述工字轨接

板槽用于分别将相邻的保温隔声板连接在一起使多块保温隔声板处于同一水平面。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细钢筋的顶端高于保温隔声板的上端面，底端低于保温隔声板的

上端面，所述钢筋槽的宽度为细钢筋的直径的0.95～1.05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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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进一步地，所述钢筋槽与细钢筋之间的缝隙采用填缝材料填塞。

[0009] 本发明还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一种建筑楼板保温隔声系统的施工方法，所述施工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0] S1、将楼板层的表面清理干净；

[0011] S2、在楼板层上铺设由多块保温隔声板组成的保温隔声层，并采用多个工字轨接

板槽分别将相邻的保温隔声板连接在一起使多块保温隔声板处于同一水平面，所述保温隔

声板设有多排孔洞，每排孔洞为多个均布的通孔，其上部还设有多个钢筋槽，所述钢筋槽设

置在水平方向相邻的通孔之间或竖直方向相邻的通孔之间；

[0012] S3、在保温隔声板的通孔四周底部与楼板层之间的缝隙处填塞填缝材料；

[0013] S4、在钢筋槽内和钢筋槽两端的通孔内安装细钢筋，其中，细钢筋的两端分别设置

在钢筋槽两端连通的通孔内；

[0014] S5、在通孔内现浇地聚合物注浆材料，待地聚合物注浆材料固化形成现浇地聚合

物部件后，在保温隔声层和现浇地聚合物部件上浇筑保护层。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6] （1）在保温隔声板中开设多个通孔和多个钢筋槽，并通过在钢筋槽与钢筋槽两端

的通孔内安装细钢筋和在通孔内现浇高强度和保温隔声性能较好的地聚合物注浆材料，地

聚合物注浆材料固化形成的现浇地聚合物部件与细钢筋组合形成的支撑结构使饰面层受

压时使保温隔声层不会出现较大变形，避免了楼地面交付时出现空鼓、开裂等质量问题；

[0017] （2）利用保温隔声板中钢筋槽的定位和调平作用，使多根细钢筋牢固且地固定在

通孔内且处于同一水平面，使饰面层受压时使保温隔声层不会出现较大变形；

[0018] （3）无需设置找平层，通过工字轨接板槽分别将相邻的保温隔声板连接在一起使

多块保温隔声板连成一体且处于同一水平面，保温隔声层具有保温隔声与找平的双重作

用，有效减少了建筑楼板保温隔声系统的应用成本；

[0019] （4）采用填缝材料将保温隔声板在通孔四周底部与楼板层之间的缝隙填塞，使保

温隔声板与楼板层之间形成密封的空气层，进一步提高了建筑楼板保温隔声系统的保温隔

声性能；

[0020] （5）建筑楼板保温隔声系统施工时无需先浇筑找平层，直接将保温隔声层安装在

楼板层上，并利用地聚合物注浆材料固化时间短、抗压强度高和保温性能好的优点，快速将

细钢筋固定在通孔内的现浇地聚合物部件中，保护层无需等待找平层固化后可直接铺设在

保温隔声层上，简化了施工工序，进一步减少了施工时间和施工成本。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建筑楼板保温隔声系统的第一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建筑楼板保温隔声系统的第二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保温隔声板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为保温隔声板的三维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为细钢筋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为相邻保温隔声板连接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7] 图7为相邻保温隔声板连接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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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附图标注说明:  1-饰面层，2-粘结层，3-保护层，4-保温隔声板，5-细钢筋，6-现浇

地聚合物部件，7-填缝材料，8-楼板层，9-空气层，10-钢筋槽，11-通孔，12-工字轨接板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便结合实施例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的详述，以使本发明

技术方案更易于理解、掌握。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

用于限定本发明。

[0030] 参见图1至图7，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建筑楼板保温隔声系统，包括饰面层1、保护

层3、保温隔声层和楼板层8，所述保温隔声层包括多块保温隔声板4，所述保温隔声板4设有

多排孔洞，每排孔洞为多个均布的通孔11，所述通孔11可采用圆孔或方孔，其中，保温隔声

板上的多排孔洞最好在工厂预制加工，排间距最好相同，且每排孔洞中的通孔与正下方或

正上方的通孔处于同一竖直方向上，每排孔洞布置时，最左端的通孔最好位于保温隔声板

的最左端，最右端的通孔最好位于保温隔声板的最右端；所述饰面层1直接铺设在保护层上

或通过粘结层与保护层粘接，如地板采用直接铺设，地砖采用水泥砂浆粘接，所述保温隔声

层可采用挤塑聚苯板、聚氨酯板、无机保温板等保温隔声材料，保温隔声层与墙体之间的缝

隙可采用填缝材料填塞，所述保温隔声板4的上部设有多个设置在水平方向相邻的通孔之

间或竖直方向相邻的通孔之间的钢筋槽10，即水平方向相邻的通孔之间设有水平的钢筋

槽，且钢筋槽的左右两端分别与一侧的通孔连通，竖向方向相邻的通孔之间设有竖直的钢

筋槽，且钢筋槽的上下两端分别与一侧的通孔连通。

[0031] 所述建筑楼板保温隔声系统还包括设置在通孔内的现浇地聚合物部件6、设置在

钢筋槽内和钢筋槽两端的通孔内的细钢筋5和填缝材料7，所述细钢筋5的两端分别设置在

钢筋槽两端连通的通孔内，且细钢筋的两端最好分别靠近通孔的中心位置，如图1所示，所

述保温隔声板在通孔四周底部与楼板层之间的缝隙采用填缝材料填塞，即通孔底部边缘与

楼板层之间的缝隙采用填缝材料填塞，填缝材料可采用聚氨酯发泡胶，所述现浇地聚合物

部件6采用地聚合物注浆材料现浇而成，其抗压强度大于或等于保护层的抗压强度。

[0032] 具体地，地聚合物注浆材料具有高流动性、高抗压强度、固化速度快和传热系数低

等优点，目前多用于道路裂缝修补，本实施例中将地聚合物注浆材料浇筑在已安装细钢筋

的保温隔声板的通孔中，虽然细钢筋的两端位于通孔中，但由于地聚合物注浆材料流动性

高，浇筑时仍可填满通孔且覆盖部分细钢筋，地聚合物注浆材料快速固化后，可形成高抗压

强度的现浇地聚合物部件，由于细钢筋的两端部分已固定在现浇聚合物部件中，利用细钢

筋和现浇地聚合物部件的高抗压强度特性，现浇地聚合物部件与细钢筋组合形成的支撑结

构使饰面层受到较大压力时使保温隔声层不会出现较大变形，这是由于通过饰面层和保护

层的压力传递，饰面层上较大的点压力或线压力传递至保温隔声层会变成局部较大的面压

力，而现浇地聚合物部件与细钢筋组合形成的小区域支撑结构可使保温隔声层不会受压或

受到的压力大大减小，避免了楼地面交付时出现空鼓、开裂等质量问题。

[0033] 为使保温隔声层更加平整，所述建筑楼板保温隔声系统还包括多个工字轨接板槽

12，所述工字轨接板槽12用于分别将相邻的保温隔声板4连接在一起使多块保温隔声板处

于同一水平面，所述工字轨接板槽12具有两个板槽，可采用过盈配合固定连接一侧的保温

隔声板，如图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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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为了细钢筋能更好地固定在钢筋槽中和保温隔声层受压时变形更小，所述细钢筋

的顶端高于保温隔声板的上端面，底端低于保温隔声板的上端面，即细钢筋部分位于钢筋

槽内，部分位于钢筋槽外，从细钢筋受压面积考虑，最好采用细钢筋的下半部位于钢筋槽

内，上半部位于保温隔声板上端面的上方，所述钢筋槽的宽度最好为细钢筋的直径的0.95

～1.05倍，可使细钢筋安装在钢筋槽时不会轻易移动，从而使地聚合物注浆材料在通孔内

现浇时更加方便  。

[0035] 为了细钢筋安装时更加牢固和进一步提高楼地面保温隔声系统的保温性能，所述

钢筋槽与细钢筋之间的缝隙最好采用填缝材料填塞，如图5所示。

[0036] 在现有技术中，建筑楼板层施工完成后不会很平整，楼板层采用浮筑构造时，为了

避免保温隔声层受到压力时出现较大变形（通常由于保温隔声层与楼板层的凹面不接触而

出现较大变形），大多企业多采用在楼板层上先做找平层，找平层一般为20mm厚的水泥砂浆

层，然后铺设保温隔声层，再在保温隔声层上面浇筑保护层以较好地避免保温隔声层受压

时出现较大的变形，但当饰面层上摆放质量大的家具使楼面受到较大的点受力或/和线受

力时，就会很容易导楼地面空鼓、开裂等质量隐患。

[0037] 本实施例中通过工字轨接板槽将多块保温隔声板处于同一水平面，采用细钢筋与

现浇地聚合物部件的支撑结构来实现保温隔声层受压时不会出现较大变形，并利用地聚合

物注浆材料的流动性和保温隔声层整体的平整性来实现整个保温隔声系统的支撑和找平，

即避免了保温隔声层因受到较大压力变形而使楼地面出现空鼓、开裂等质量问题，又进一

步降低建筑楼板保温隔声系统的应用成本。

[0038] 在上述建筑楼板保温隔声系统的基础上，本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建筑楼板保温隔

声系统的施工方法，所述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9] S1、将楼板层的表面清理干净；

[0040] S2、在楼板层上铺设由多块保温隔声板组成的保温隔声层，并采用多个工字轨接

板槽分别将相邻的保温隔声板连接在一起使多块保温隔声板处于同一水平面，所述保温隔

声板设有多排孔洞，每排孔洞为多个均布的通孔，其上部还设有多个钢筋槽，所述钢筋槽设

置在水平方向相邻的通孔之间或竖直方向相邻的通孔之间；

[0041] S3、在保温隔声板的通孔四周底部与楼板层之间的缝隙处填塞填缝材料。填缝材

料可采用聚氨酯泡沫胶；

[0042] S4、在钢筋槽内和钢筋槽两端的通孔内安装细钢筋，其中，细钢筋的两端分别设置

在钢筋槽两端连通的通孔内；

[0043] S5、在通孔内现浇地聚合物注浆材料，待地聚合物注浆材料固化形成现浇地聚合

物部件后，在保温隔声层和现浇地聚合物部件上浇筑保护层；

[0044] S6、在保护层上安装饰面层。

[0045] 在现有的建筑楼板保温隔声系统中，从下到上一般采用楼板层、找平层、保温层、

保护层和饰面层的结构，找平层一般采用20mm厚的水泥砂浆，水泥砂浆固化时间一般为24

小时以上，找平层固化具有较高强度后，才能进行后续施工，其中，找平层固化后再做保温

层和保护层，饰面层一般在后期进行施工，铺设地板或粘接地砖。

[0046] 在本实施例中，由于不做找平层，大大减少了找平层的应用成本和施工时间，并采

用现浇地聚合物部件与细钢筋组合的支撑结构来实现保温隔声层受压时不会出现较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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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且由于现浇地聚合物部件通过快速固化的地聚合物注浆材料固化而成（一般固化时间

为2小时），施工时间不会明显增加，从整体上看，进一步减少了建筑楼板保温隔声系统的施

工时间和施工成本。

[0047]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上述描述，任何在本发明的启示下的其它形式产

品，不论在形状或结构上及材料选择上作任何改变，凡是与本发明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技术

方案，均在本发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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