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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隔音板架合一内墙板结构

及生产方法。本发明的内墙板结构在厚度方向上

依次包括第一保护层、混凝土层和第二保护层。

在混凝土层内部包埋隔音层。隔音层包括两块建

筑板材和位于两块建筑板材中间的高分子阻尼

材料；所述隔音层的厚度为20-30mm。本发明的隔

音板架合一内墙板结构稳定，隔音性能好，且环

保无污染，克服了现有建筑用隔音材料易老化分

解、易燃易爆等缺陷。此外本发明的承重骨架为

内墙板提供竖向及侧向的承重力，由此得到的内

墙板结构具有更大的结构刚度和抗侧刚度，结构

抗震性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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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隔音板架合一内墙板结构，其特征在于，在厚度方向上依次包括第一保护层、混

凝土层和第二保护层，在所述混凝土层的内部包埋有总厚度为20-30mm的隔音层，所述隔音

层包括至少两块建筑板材和位于两块建筑板材中间的厚度为5-10mm的高分子阻尼材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隔音板架合一内墙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建筑板材选自石

膏板、玻镁板、硅酸钙板、水泥压力纤维板中的一种或两种；所述建筑板材的密度为200-

500kg/m3，厚度为8-10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隔音板架合一内墙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分子阻尼材料

的阻尼温域在-70～150℃范围内，且选自聚丙烯酸酯、环氧树脂、丁基橡胶、丁腈橡胶、聚丙

烯酸甲酯、聚异丁基醚、二元乙丙橡胶和三元乙丙橡胶中的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隔音板架合一内墙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保护层和第

二保护层分别设置于所述混凝土层的两侧，且所述第一保护层和所述第二保护层分别包括

水泥砂浆和耐碱玻纤网，且所述耐碱玻纤网内贴于所述水泥砂浆中；

所述混凝土层包括发泡水泥构成的加固层，在所述发泡水泥内部包埋承重骨架，所述

承重骨架包括钢梁、第一钢柱、第二钢柱和支撑组件，所述第一钢柱的一端与所述钢梁的一

端固定连接，所述第二钢柱的一端与所述钢梁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所述支撑件连接所述钢

梁以及所述第一钢柱和第二钢柱，从而为内墙板提供竖向及侧向的承重力。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隔音板架合一内墙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组件包括第

一支撑件、第二支撑件、第二支撑件和第四支撑件，所述第一支撑件的一端与所述钢梁的中

间部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支撑件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一钢柱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支撑件的一

端与所述钢梁的中间部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支撑件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二钢柱固定连接，所

述第三支撑件的一端与所述第一钢柱的末端固定连接，所述第三支撑件的另一端与所述第

二钢柱的末端固定连接，所述第四支撑件的一端与所述钢梁的中间部固定连接，所述第四

支撑件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三支撑件固定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隔音板架合一内墙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钢梁为工型钢，

其包括上端面、下端面以及连接所述上端面和所述下端面之间的连接部，且所述上端面构

成所述内墙板结构的顶部表面的至少一部分，从而使其作为与其他墙体连接的连接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隔音板架合一内墙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钢梁与所述第一

钢柱在第一连接点连接，所述钢梁与所述第二钢柱在第二连接点连接；所述第一连接点和

所述第二连接点分别包括第一贯穿环板、第二贯穿环板和连接方管。

8.一种隔音板架合一内墙板结构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在加工生产线的模台上放线，并根据墙板的尺寸支设侧模，其中，在对应于内墙板

结构顶部的位置，侧模与承重骨架中钢梁上端面贴合，在对应于内墙板结构底部的位置，侧

模与承重骨架中第三支撑件贴合；

(2)在底模上施加水泥砂浆和耐碱玻纤网形成第一保护层；

(3)将承重骨架的焊接体吊装入模板中，使所述钢丝网到第一保护层的厚度为15-

25mm，在模板内放入厚度为20-30mm的隔音层，浇筑发泡混凝土；

(4)发泡混凝土初凝后施加水泥砂浆并压入耐碱玻纤网形成第二保护层；

(5)拆侧模，蒸养，得到成品。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对应于内墙板结构顶部的位置，侧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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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重骨架中钢梁上端面贴合。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进一步包括步骤(6)在对应于内墙板结构

底部的位置，使侧模与承重骨架中第三支撑件之间保持20-40mm的间隙，在该间隙内施加混

凝土，混凝土初凝后使侧模与混凝土之间保持20-40mm的间隙，在该间隙内施加水泥砂浆形

成底部保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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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音板架合一内墙板结构及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墙板结构，具体涉及隔音板架合一内墙板结构及生产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隔音材料是指能够阻断声音传播或减弱透射声能的一类材料、构件或结构，目前

市场上常见的隔音材料有酚醛树脂、聚氯乙烯树脂等有机材料，这类材料虽然具有一定的

隔声效应，由于其耐热性差，高温易燃，且易分解产生有毒气体等缺陷逐渐被市场淘汰。

[0003] 现有技术中已公开了多种隔音材料的应用。例如，CN107778689A公开了一种建筑

用隔音材料，包括如下原料：PVC树脂40-50份、氢氧化钙10-20份、二氧化钛15-25份、三元乙

丙橡胶6-8份、表蛤壳粉10-20份、空心玻璃微珠3-5份、无机纤维20-30份、醇酸树脂40-50

份、润湿剂1-3份、偶氮二甲酰胺6-10份、桃树树胶30-50份、白云石粉5-7份，其中，聚氯乙烯

(PVC)树脂作为主要原料之一，耐热性差，50℃以上即可分解产生氯化氢等有毒气体。

[0004] 因此，需要进一步研制一种高效、环保、节能且适用于装配式建筑的隔音材料。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的至少部分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新的隔音板架合一内墙板结

构，其不仅具有十分优异良好的隔音性能，还具有更大的结构刚度、抗侧刚度以及结构抗震

性能。具体地，本发明包括以下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提供一种隔音板架合一内墙板结构，在厚度方向上依次包括

第一保护层、混凝土层、隔音层和第二保护层；所述隔音层包括两块建筑板材和位于两块建

筑板材中间的高分子阻尼材料；所述隔音层的厚度为20-30mm。

[0007]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隔音板架合一内墙板结构，所述建筑板材选自石膏板，玻镁板，

硅酸钙板，水泥压力纤维板中的一种或两种；所述建筑板材的密度为200-500kg/m3；所述建

筑板材的厚度为8-10mm。

[0008]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隔音板架合一内墙板结构，所述高分子阻尼材料选自聚丙烯酸

酯、环氧树脂、丁基橡胶、丁腈橡胶、聚丙烯酸甲酯、聚异丁基醚、二元乙丙橡胶、三元乙丙橡

胶中的一种；所述高分子阻尼材料的阻尼温域在-70～150℃范围内；高分子阻尼材料的厚

度为5-10mm。

[0009]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隔音板架合一内墙板结构，所述第一保护层和第二保护层分别

设置于所述混凝土层的两侧，且所述第一保护层和所述第二保护层分别包括水泥砂浆和耐

碱玻纤网，且所述耐碱玻纤网内贴于所述水泥砂浆中；

[0010] 所述混凝土层包括发泡水泥构成的加固层，在所述发泡水泥内部包埋承重骨架，

所述承重骨架包括钢梁、第一钢柱、第二钢柱、支撑件和钢丝网，所述第一钢柱的一端与所

述钢梁的一端固定连接，所述第二钢柱的一端与所述钢梁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所述支撑件

连接所述钢梁以及所述第一钢柱和第二钢柱，从而为内墙板提供竖向及侧向的承重力，所

述钢丝网固定连接于所述钢梁、第一钢柱和/或第二钢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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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本发明所述的隔音板架合一内墙板结构，所述支撑件包括第一支撑件和第二支撑

件，所述第一支撑件的一端与所述钢梁的中间部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支撑件的另一端与所

述第一钢柱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支撑件的一端与所述钢梁的中间部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支

撑件的另一端

[0012] 所述支撑件进一步包括第三支撑件和第四支撑件，所述第三支撑件的一端与所述

第一钢柱的末端固定连接，所述第三支撑件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二钢柱的末端固定连接，所

述第四支撑件的一端与所述钢梁的中间部固定连接，所述第四支撑件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三

支撑件固定连接。

[0013] 本发明所述的隔音板架合一内墙板结构，所述钢梁为工型钢，其包括上端面、下端

面以及连接所述上端面和所述下端面之间的连接部，且所述上端面构成所述内墙板结构的

顶部表面的至少一部分，从而使其作为与其他墙体连接的连接部。

[0014] 所述内墙板结构的底部由外向内依次为底部保护层和底部混凝土层，且所述底部

保护层的厚度为10-20mm，所述底部混凝土层的厚度为40-50mm。

[0015] 所述钢丝网包括第一钢丝网和第二钢丝网，且所述第一钢丝网和第二钢丝网分别

固定于所述承重骨架厚度方向的两侧，且所述第一钢丝网与所述混凝土与所述第一保护层

之间的界面的距离为20-40mm，所述第二钢丝网与所述混凝土与所述第二保护层之间的界

面的距离为20-40mm。

[0016] 本发明所述的隔音板架合一内墙板结构，所述钢梁与所述第一钢柱在第一连接点

连接，所述钢梁与所述第二钢柱在第二连接点连接；所述第一连接点和所述第二连接点分

别包括第一贯穿环板、第二贯穿环板和连接方管。

[0017] 本发明的第二方面，提供一种隔音板架合一内墙板结构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18] (1)在加工生产线的模台上放线，并根据墙板的尺寸支设侧模，其中，在对应于内

墙板结构顶部的位置，侧模与承重骨架中钢梁上端面贴合，在对应于内墙板结构底部的位

置，侧模与承重骨架中第三支撑件贴合；

[0019] (2)在底模上施加水泥砂浆和耐碱玻纤网形成第一保护层；

[0020] (3)将承重骨架的焊接体吊装入模板中，使所述钢丝网到第一保护层的厚度为15-

25mm，在模板内放入厚度为20-30mm的隔音层，浇筑发泡混凝土；

[0021] (4)发泡混凝土初凝后施加水泥砂浆并压入耐碱玻纤网形成第二保护层；

[0022] (5)拆侧模，蒸养，得到成品。

[0023] 本发明所述隔音板架合一内墙板结构的生产方法，在对应于内墙板结构顶部的位

置，侧模与承重骨架中钢梁上端面贴合。

[0024] 本发明所述隔音板架合一内墙板结构的生产方法，进一步包括步骤(6)在对应于

内墙板结构底部的位置，使侧模与承重骨架中第三支撑件之间保持20-40mm的间隙，在该间

隙内施加混凝土，混凝土初凝后使侧模与混凝土之间保持20-40mm的间隙，在该间隙内施加

水泥砂浆形成底部保护层。

[0025] 本发明隔音板架合一内墙板结构将有机高分子阻尼材料和无机建筑板材搭配使

用，制成复合型隔音层，一方面部分声能经过高分子阻尼材料时能量得以内耗，另一方面复

合型隔音层内部的高分子阻尼材料具有解耦消振作用，大幅度削弱了板材和建筑物的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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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隔声性能进一步提高。

[0026] 本发明的隔音板架合一内墙板结构稳定，隔音性能好，且环保无污染，克服了现有

建筑用隔音材料易老化分解、易燃易爆等缺陷。此外本发明的隔音板材合一内墙板结构可

作为装配式建筑组件，能够成批建造，而且样式丰富。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一种示例性隔音板架合一内墙板的剖面示意图。

[0028] 图2为一种示例性承重骨架的正面视图。

[0029] 图3为一种示例性承重骨架的侧面视图。

[0030] 图4为一种示例性内墙板与楼板的连接结构图。

[0031] 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说明，则否本发明的附图中表示长度的单位均为mm。

[0032] 附图标记说明：

[0033] 100-第一保护层、200-第二保护层、300-混凝土层、400-底部混凝土层、500-底部

保护层、600-隔音层、30-承重骨架、31-钢梁、32-第一钢柱、33-第二钢柱、34-支撑件、35-钢

丝网、241-第一支撑件、342-第二支撑件、343-第三支撑件、344-第四支撑件、314-中间部、

161-第一固定板、162-第二固定板、163-第三固定板、311-上端面、312-下端面、313-连接

部、40-加强板、50-C型钢。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现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多种示例性实施方式，该详细说明不应认为是对本发明的限

制，而应理解为是对本发明的某些方面、特性和实施方案的更详细的描述。

[0035] 应理解本发明中所述的术语仅仅是为描述特别的实施方式，并非用于限制本发

明。另外，对于本发明中的数值范围，应理解为具体公开了该范围的上限和下限以及它们之

间的每个中间值。在任何陈述值或陈述范围内的中间值以及任何其他陈述值或在所述范围

内的中间值之间的每个较小的范围也包括在本发明内。这些较小范围的上限和下限可独立

地包括或排除在范围内。

[0036]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本文使用的所有技术和科学术语具有本发明所述领域的常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相同含义。虽然本发明仅描述了优选的方法和材料，但是在本发明的

实施或测试中也可以使用与本文所述相似或等同的任何方法和材料。本说明书中提到的所

有文献通过引用并入，用以公开和描述与所述文献相关的方法和/或材料。在与任何并入的

文献冲突时，以本说明书的内容为准。除非另有说明，否则“％”为基于重量的百分数。

[0037] 本发明的术语“隔音板架合一内墙板结构”是指用于装配大型建筑物的预制构件，

是能够被单独使用、运输的模块化结构，其不同于建筑物及其部分结构。

[0038] 本发明的术语“固定连接”包括可拆卸方式的固定连接或不可拆卸方式的固定连

接。可拆卸方式的固定连接包括螺栓连接等。不可拆卸方式的固定连接包括焊接等。本发明

优选的固定连接为不可拆卸方式的固定连接，例如焊接。

[0039] [隔音板架合一内墙板结构]

[0040] 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提供一种隔音板架合一内墙板结构。在厚度方向上依次包括

第一保护层、混凝土层和第二保护层。在混凝土层的内部包埋有隔音层。下面详细说明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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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0041] 保护层

[0042] 本发明的保护层包括第一保护层和第二保护层，它们分别设置于混凝土层的两

侧。第一保护层和第二保护层可分别包括水泥砂浆和耐碱玻纤网。耐碱玻纤网内贴于水泥

砂浆中。本文所述的水泥砂浆可使用1:3重量比的水泥和砂浆的混合物。耐碱玻纤网可内贴

于水泥砂浆层中。第一保护层的厚度一般为10-20mm，优选10-15mm。第二保护层的组成和厚

度范围与第一保护层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0043] 混凝土层

[0044] 本发明的混凝土层包括发泡水泥构成的加固层。加固层的厚度一般为160-180mm，

优选165-175mm。本发明中，在发泡水泥的内部包埋隔音层，可选地进一步包埋承重骨架。

[0045] 隔音层

[0046] 本发明的隔音层包括两块建筑板材和位于两块建筑板材中间的高分子阻尼材料；

所述隔音层的厚度为20-30mm。建筑板材选自石膏板、玻镁板、硅酸钙板、水泥压力纤维板中

的一种或两种。建筑板材的密度为200-500kg/m3；建筑板材的厚度为8-10mm。高分子阻尼材

料选自聚丙烯酸酯、环氧树脂、丁基橡胶、丁腈橡胶、聚丙烯酸甲酯、聚异丁基醚、二元乙丙

橡胶、三元乙丙橡胶中的一种。高分子阻尼材料的阻尼温域在-70～150℃范围内；高分子阻

尼材料的厚度为5-10mm。

[0047] 承重骨架

[0048] 本发明的承重骨架包括钢梁、第一钢柱、第二钢柱、支撑组件和可选地钢丝网。第

一钢柱的一端与钢梁的一端固定连接，第二钢柱的一端与钢梁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本发明

有时将第一钢柱和第二钢柱统称为钢柱。

[0049] 本发明的钢梁位于内墙板结构水平方向的一侧，用于在水平方向上支撑内墙板结

构。优选地，本发明的钢梁为工型钢，其包括上端面、下端面以及连接上端面和下端面之间

的连接部。优选地，上端面构成内墙板结构的顶部表面。上端面可用于例如与其他墙体的钢

部件进行固定连接，例如焊接。另外，上端面还可用于例如与加强件固定连接，例如焊接从

而使其作为与其他墙体连接的连接部。

[0050] 本发明的第一钢柱和第二钢柱用于在竖直方向上支撑内墙板结构。优选地，第一

钢柱与第二钢柱具有相同的长度，进一步优选地，该长度对应于楼层标高。还优选地，第一

钢柱和第二钢柱分别垂直于所述钢梁，且平行地固定于钢梁的同一平面侧。优选地，第一钢

柱与第二钢柱之间的水平距离对应于钢梁的长度，且对应于所需的墙体的长度。钢柱的材

料不特别限定，只要具有支撑主体结构和围护所需的承重的性能即可，其实例包括但不限

于钢方管、工型钢、钢圆管和矩形管等型材。本发明优选使用方管作为钢柱。在某些实施方

案中，本发明的钢柱使用250*8方管作为钢柱。

[0051] 虽然本发明仅提及第一钢柱和第二钢柱，但本发明的的钢柱不排除包括其他钢

柱，例如，第三钢柱、第四钢柱等，只要不影响本发明目的实现即可。

[0052] 本发明的支撑组件用于连接钢梁以及钢柱，从而为内墙板提供竖向及侧向的承重

力。支撑组件的材料不特别限定，可使用任何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方管、工型钢、钢圆管和矩

形管等型材。本发明优选使用方管。

[0053] 本发明中，支撑组件包括第一支撑件和第二支撑件。第一支撑件的一端与钢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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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部固定连接，第一支撑件的另一端与第一钢柱固定连接，从而使第一支撑件以倾斜方

式设置。第二支撑件的一端与钢梁的中间部固定连接，第二支撑件的另一端与第二钢柱固

定连接，从而使第二支撑件以倾斜方式设置。优选地，第一支撑件的长度和第二支撑件的长

度相同，更优选地分别大于第一钢柱或第二钢柱的长度。优选地，第一支撑件与钢梁的固定

连接点与第二支撑件与钢梁的固定连接点重合。更优选地，第一支撑件与第一钢柱的固定

连接点位于第一钢柱的末端，第二支撑件与第二钢柱的固定连接点位于第二钢柱的末端。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钢梁的中间部”并非指钢梁的绝对中间位置，而是指相对于钢梁末

端而言的相对中间位置。例如，中间部可以是距钢梁一末端1/6至1/2的任何部位。第一支撑

件与第二支撑件可以“八”字型、“人”字型或“×”字型固定于钢梁和钢柱之间。

[0054] 本发明的支撑组件还进一步包括第三支撑件。第三支撑件的一端与第一钢柱固定

连接，第三支撑件的另一端与第二钢柱固定连接。优选地，第三支撑件固定连接于第一钢柱

和第二钢柱的末端。更优选地，第三支撑件平行于钢梁。

[0055] 本发明的支撑组件还进一步包括第四支撑件。第四支撑件的一端与钢梁的中间部

固定连接，第四支撑件的另一端与第三支撑件固定连接。优选地，第四支撑件的另一端与第

三支撑件的中间位置固定连接。

[0056] 本发明的钢丝网固定连接于钢梁和钢柱。钢丝网可使用 钢丝网片。优选

地，本发明的钢丝网包埋于混凝土中，从而避免钢丝网受外界环境影响，进而保证钢骨架的

防锈要求、防火要求、防冷桥要求等。钢丝网的层数不限定，可以一层，也可以是双层，其分

别固定(例如，焊接)于承重骨架的两个侧面。优选地，本发明的钢丝网包括第一钢丝网和第

二钢丝网。第一钢丝网与混凝土与第一保护层之间的界面的距离为20-40mm，优选25-35mm。

第二钢丝网与混凝土与所述第二保护层之间的界面的距离为20-40mm，优选25-35mm。

[0057] 连接点

[0058] 本发明的连接点是指钢梁末端与钢柱末端之间的连接位点。其包括钢梁的一端与

第一钢柱之间的第一连接点以及钢梁的另一端与第二钢柱之间的第二连接点。

[0059] 本发明的内墙板属于全装配式的建筑结构体，此类建筑结构除需要内墙板本身的

要求外，还需要由其装配得到的建筑物具有足够的刚度和整体性，从而保证建筑物整体的

承重和各种应力。因此内墙板之间以及内墙板与其他墙板或楼板之间的连接结构是关键。

本发明的连接点属于焊接连接点。本发明的第一连接点与第二连接点可以相同，也可以不

同。无论是否相同本文均可统称为本发明的连接点。

[0060] 在某些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连接点包括第一贯穿环板、第二贯穿环板和连接方

管。第一贯穿环板、连接方管和第二贯穿环板从上而下依次设置。具体地，第一贯穿环板固

定于连接方管的上方截面，且第一贯穿环板具有突出于连接方管的上方截面的边缘，第一

贯穿环板的部分边缘与工型钢梁的上端面固定连接。第二贯穿环板固定于连接方管的下方

截面，且第二贯穿环板具有突出于连接方管的下方截面的边缘，第二贯穿环板的部分边缘

与工型钢梁的下端面固定连接。通过上述连接点可大大增加承重骨架的结构。

[0061] 优选地，本发明的隔音板架合一内墙板结构包括顶部和底部。顶部的上面表面包

括工型钢的上端面以及混凝土层和保护层的截面。本发明的底部由外向内依次为底部保护

层和底部混凝土层，且底部保护层的厚度为10-20mm，底部混凝土层的厚度为40-50mm。底部

保护层可与本发明的保护层具有相同的组成。底部混凝土层可与上述混凝土层具有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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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

[0062] [生产方法]

[0063] 本发明的第二方面，提供隔音板架合一内墙板结构的生产方法，本发明有时简称

为“本发明的方法”，其为工业化批量生产方法，可在车间内批量生产特定尺寸和规格的内

墙板。具体地，本发明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4] (1)在加工生产线的模台上放线，并根据墙板的尺寸支设侧模，优选地，侧模支设

的位置与墙板的尺寸一致。即至少在对应于内墙板结构顶部位置，侧模与承重骨架中钢梁

上端面贴合。可选地，在对应于内墙板结构的底部位置，侧模与承重骨架中第三支撑件贴

合。

[0065] (2)在底模上施加水泥砂浆和耐碱玻纤网形成第一保护层。

[0066] (3)将承重骨架的焊接体吊装入模板中，使所述钢丝网到第一保护层的厚度为15-

25mm，在模板内放入厚度为20-30mm的隔音层，在模板内浇筑发泡混凝土。

[0067] (4)发泡混凝土初凝后施加水泥砂浆并压入耐碱玻纤网形成第二保护层。

[0068] (5)拆侧模，蒸养，得到成品。

[0069] 优选地，本发明的方法进一步包括步骤(6)在对应于内墙板结构底部的位置，移动

与第三支撑件贴合的侧模使其与承重骨架中第三支撑件之间保持20-40mm的间隙，在该间

隙内施加混凝土，混凝土初凝后使侧模与混凝土之间保持20-40mm的间隙，在该间隙内施加

水泥砂浆形成底部保护层。步骤(6)为用于形成内墙板的底部结构的步骤。优选地，步骤(6)

在步骤(4)之后进行。

[0070] 本领域技术人员已知，除了上述步骤外，本发明的生产方法还可包括其他步骤。这

些其他步骤可以在上述步骤(1)-(6)之间，也可在上述步骤(1)之前或步骤(5)之后。

[0071] 实施例1

[0072] 本实施例为一种示例性隔音板架合一内墙板结构，其中隔音层包括两块建筑板材

和位于两块建筑板材中间的高分子阻尼材料，本实施例的两块建筑板材选用厚度为10mm的

硅酸钙板，高分子阻尼材料选用厚度为5mm的丁基橡胶，其阻尼温域为-10～100℃。

[0073] 图1为本实施例的隔音板架合一内墙板的剖面示意图。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的隔

音板架合一内墙板结构在厚度方向上从外向内依次包括第一保护层100、混凝土层300和第

二保护层200。

[0074] 第一保护层100和第二保护层200分别设置于混凝土层300的两侧。第一保护层100

和第二保护层200分别包括水泥砂浆和耐碱玻纤网，耐碱玻纤网内贴于水泥砂浆中。混凝土

层300包括发泡水泥构成的加固层，在发泡水泥内部包埋承重骨架30和隔音层600。本实施

例中发泡水泥为110mm厚的500kg/m3发泡水泥。

[0075] 在内墙板结构的底部包括从外向内的底部保护层500和底部混凝土层400，从而将

承重骨架包埋于内墙板结构的内部。由此，可进一步保证钢骨架的防锈要求、防火要求和防

冷桥要求。

[0076] 图2为一种示例性承重骨架30的正面视图。如图2所示，承重骨架30包括钢梁31、第

一钢柱32、第二钢柱33、支撑组件34和钢丝网35。第一钢柱32的一端焊接于钢梁31的一端，

第二钢柱33的一端焊接于钢梁32的另一端，支撑组件34焊接于钢梁31以及第一钢柱32和第

二钢柱33，从而为内墙板提供竖向及侧向的承重力。支撑组件34包括第一支撑件341、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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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件342、第三支撑件343和第四支撑件344。其中第一支撑件341的一端与钢梁31的中间

部314焊接。第一支撑件341的另一端与第一钢柱32的下方末端焊接。第二支撑件342的一端

与钢梁31的中间部314焊接。第二支撑件342的另一端与第二钢柱33的下方末端焊接。第一

支撑件341的长度大于第一钢柱32的长度，且第二支撑件342的长度大于第二钢柱33的长

度。第三支撑件343平行于钢梁31设置，且第三支撑件343的一端与第一钢柱32的下端焊接。

第三支撑件343的另一端与第二钢柱33的下端焊接。第四支撑件344的一端与钢梁31的中间

部314焊接。第四支撑件344的另一端与第三支撑件343的中间部焊接。

[0077] 在中间部314焊接有第一固定板161。第一支撑件341的另一端与第一钢柱32的下

方末端焊接，并且在该下方末端设置第二固定板162。第二支撑件342的另一端与第二钢柱

33的下方末端焊接，并且在该下方末端设置第三固定板163。第三支撑件343平行于钢梁31

设置，且第三支撑件343的一端与第一钢柱32的下端以及第二固定板162焊接。第三支撑件

343的另一端与第二钢柱33的下端以及第三固定板163焊接。第四支撑件344的一端与钢梁

31的中间部314以及第一固定板161焊接。第四支撑件344的另一端与第三支撑件343的中间

部焊接。即，第一固定板161用于加强钢梁31与第一支撑件341、第二支撑件342和第四支撑

件344之间的焊接。第二固定板162用于加强第一钢柱32、第一支撑件341和第三支撑件343

之间的焊接。第三固定板163用于加强第二钢柱33、第二支撑件342和第三支撑件343之间的

焊接。

[0078] 图3为一种示例性承重骨架的侧面视图。如图3所示，钢梁31为工型钢，其包括上端

面311、下端面312和连接部313。连接部313将上端面311和下端面312固定连接。上端面311

构成内墙板结构的顶部表面的一部分，从而使其作为与其他墙体连接的连接部。钢丝网35

形成网片，网片的四边与承重骨架30焊接。本实施例中钢丝网35为两层，分别焊接于承重骨

架30的两侧。本实施例中，钢丝网为 钢丝网片。

[0079] 图4为一种示例性内墙板与楼板的连接结构图。如图4所示，本发明的内墙板中作

为钢梁31的工型钢的上端面311通过加强板40与楼板的C型钢50牢固连接。其中加强板40与

上端面311焊接，同时加强板40还与C型钢50焊接，从而使内墙板与楼板固定连接。该结构具

有更加优异的连接效果。

[0080] 在不背离本发明的范围或精神的情况下，可对本发明说明书的具体实施方式做多

种改进和变化，这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由本发明的说明书得到的其他实

施方式对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得的。本申请说明书和实施例仅是示例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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