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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EPS无机渗透保温板施工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EPS无机渗透保温板施工

方法，材料选用EPS无机渗透保温板为高层外墙

外保温工程，采用胶粘剂粘贴和锚栓固定，并增

设撑托架相结合的工艺，通过计算风压、粘接强

度及各项荷载，采用专用聚合物砂浆粘贴，运用

点框法粘贴，粘贴面积超过50%，同时每隔3层设

置嵌固带（材质为50×50×3㎜角铁，刷两道防锈

漆以防生锈），嵌固带设置在山墙部位，连续设

置，嵌固带托住保温板以减轻荷载，以提高整个

系统的安全性能，防止后期使用中坠落；解决了

高容重的保温材料在外墙外保温的施工隐患问

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安全性能高、成

本低的EPS无机渗透保温板施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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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EPS无机渗透保温板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01：工作面准备及基层处理，基层墙面清洁、干燥、平整并无松散的砂浆和杂物，门

窗框架安装到位；基层面表面强度不小于0.5Mpa；在施工过程中及施工后24小时内，施工现

场环境温度和基层墙体表面温度不得低于0  ℃，平均气温不低于5℃；

步骤02：挂基准线；

步骤03：EPS无机渗透保温板粘贴安装，采用聚合物粘接专用砂浆，水和粘结砂浆按照

1：4~1.5：4的重量比配制而成；

具体粘贴方法如下：

（1）在外墙的细部处理部位，具体是檐口、勒脚、门窗孔洞边的EPS无机渗透保温板上预

粘贴窗幅网格布，其宽度为280~320mm；

（2）在距离保温板边界45~55mm的保温板上以点框法均匀涂抹保温板粘贴砂浆，点框面

积与保温板面积之比不得小于50%；

（3）将粘贴砂浆涂抹在EPS无机渗透保温板之后，应迅速将EPS无机渗透保温板贴在墙

上；板与板之间挤紧，板间不留间隙，接缝处不得涂抹粘结砂浆，每贴完一块及时清除可能

挤出的保温板粘结砂浆，EPS无机渗透保温板板面不方正或裁切不直形成缝隙，用EPS无机

渗透保温板条塞入并打磨平；上下两排EPS无机渗透保温板竖向错缝板长1/2；

步骤04：安装撑托架；从EPS无机渗透保温板粘贴首层开始，每隔3层设置嵌固带，嵌固

带通过固定膨胀管螺栓设置在山墙部位，嵌固带托住EPS无机渗透保温板以减轻荷载，提高

整个系统的安全性能；嵌固带托架每隔1200mm沿保温板板缝设置；

步骤05：安装锚固件，锚固件在EPS无机渗透保温板粘贴完成的24-48小时内安装完成；

7层以下每块板不少于8个，每平米不少于4个完整锚固点；8-18层每块不少于10个，每平米

不少于5个完整锚固点；18层以上每块板不少于11个，每平米不少于6个完整锚固点；孔径视

锚固件直径而定，混凝土墙进墙深度不得小于30㎜，填充墙进墙深度不得小于60㎜；拧入锚

固件，拧入深度不小于40mm；

步骤06：打磨、修理；EPS无机渗透保温板缝宽超出2㎜，用相应厚度的EPS无机渗透保温

板填塞，拼缝高大于1.5mm用砂纸或专用打磨机具打磨平整；磨平工作应在EPS无机渗透保

温板粘贴24小时后进行，以避免对粘贴层的扰动，减弱板材与基层墙体的粘结强度；

步骤07：底层抹面胶浆；EPS无机渗透保温板安装完毕并检查验收合格后，再进行抹面

胶浆抹灰，抹灰分底层和面层两次，在EPS无机渗透保温板面抹底层抹面胶浆，标准层厚度

不小于6mm，同时将翻包网格布压入抹面胶浆中；

步骤08：铺贴复合耐碱玻纤网；铺贴方法如下：

（1）、底层涂抹EPS无机渗透保温板罩面加固砂浆,将砂浆均匀地涂抹在EPS无机渗透保

温板上；

（2）、复合耐碱玻纤网的铺设自上而下，沿垂直及水平方向绷直绷平，并将弯曲的一面

朝里，用抹平抹子由中间向上、下两边将复合耐碱玻纤网抹平，使其紧贴底层EPS无机渗透

保温板罩面加固砂浆；

（3）、门窗洞口外侧周边各加一层300mm*200mm的45度斜向复合耐碱玻纤网进行加强，

并将大面积铺设的玻纤网沿门窗转过拐进粘贴；

（4）、对于窗口、门口及其它洞口四周的EPS无机渗透保温板端头应用玻纤网和保温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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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面加固砂浆将其包住并抹平；

（5）、网格布左右搭接宽度不小于100mm，上下搭接宽度不小于80mm，局部搭接处用聚合

物砂浆补充原砂浆不足处，在阴阳角处需从每边双向绕角且相互搭接宽度不小于200mm；玻

纤网铺贴完毕，检查阳角网连接状况，抹第二遍抗裂砂浆，并将玻纤网包覆于抗裂砂浆之

中；

步骤09：抹EPS无机渗透保温板罩面砂浆；

步骤10：补洞和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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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EPS无机渗透保温板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外墙保温领域，具体涉及一种EPS无机渗透保温板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建筑规模和体量日益增加，然而，统计数据

显示我国97％以上为高耗能建筑，且国内绝大多数采暖地区的外墙传热系数是气候相近发

达国家的4倍左右。现阶段我国为倡导环保理念提出了“大幅度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突

出抓好建筑、工业、交通、公共机构等领域节能”的目标，大力实施建筑节能工程是贯彻可持

续发展战略、实现国家节能规划目标、减排温室气体的重要措施，EPS无机渗透保温板的出

现无疑是符合全球发展趋势，它不仅延续了传统EPS泡沫板导热系数小，保温隔热效果好，

轻质等优点，并弥补了传统EPS泡沫板阻燃效果差的缺点，同时克服了市场上同类阻燃效果

材料质量重、价格高的问题，是一种理想的保温隔热材料，具有广泛的市场需求。

[0003] EPS板是由若干个单个颗粒相互融合的蜂窝式结构，即使被埋藏在地下饱水层以

下9年，吸水量也不会超过10％；除汽油外，绝大多数溶剂对EPS性能影响不大，有较强的抗

潮湿能力和良好的透气渗透性，既能隔绝雨水，又能让潮气透过。除汽油外，绝大多数溶剂

对EPS 无机渗透保温板影响不大。因此，EPS具有较好的抗老化能力。

[0004] EPS无机渗透保温板的孔隙率相对较大、表面相对粗糙，易打磨，与砂浆黏结时可

以被湿润，形成机械互锁，具有较强黏结力。同时EPS板强度适中，柔韧性好，适应变形能力

强。经过验算，由EPS板组成的外墙保温系统，完全可以承受风压、自重等荷载，国内外工程

实践表明一般EPS板的保温外立面不容易开裂、空鼓、脱落，具有较强的黏结力和耐久性。

[0005] 由于EPS无机渗透保温板内部空腔结构，使得这种材料具有低的导热系数。研究表

明：  EPS的导热系数与含水率存在正相关关系，当EPS含水率为1％时，导热系数大约增大

5％；当含水率为5％时，导热系数最大可增大75％。但由于EPS吸水率低，具有较好的抗潮湿

能力，因此，EPS仍具有较好的保温隔热性。

[0006] EPS无机渗透保温板的最高工作温度可达80℃，一般情况下，EPS性能比较稳定；但

当温度达到150℃时EPS无机渗透保温板开始熔融；若温度持续升高，EPS无机渗透保温板将

会发生分解，并产生可燃气体，但由于EPS无机渗透保温板中添加有无机阻燃剂，因此火焰

不会扩散，几秒钟之内会自动熄灭。

[0007] EPS能够回收再利用，具有良好的环保性。有多种途径回收利用EPS：(1)通过机械

回收  EPS重新制成XPS，或者将其热熔再生制成新的EPS使用；(2)化学回收利用，制成纸箱

防水涂料、建筑涂料等。

[0008] EPS无机渗透保温板相对于其他保温材料，EPS板生产工艺简单，成本较低，产品差

异小，质量稳定可靠。因此EPS无机渗透保温板在建筑保温外墙领域实现应用是目前亟待解

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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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解决上述现有技术中高容重的保温材料在外墙外保温的施工

隐患的问题而提供一种安全性能高、成本低的EPS无机渗透保温板施工方法。

[0010]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的技术方案：一种EPS无机渗透保温板施工方

法，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1] 步骤01：工作面准备及基层处理，基层墙面清洁、干燥、平整并无松散的砂浆和杂

物，门窗框架安装到位；基层面表面强度不小于0.5Mpa；在施工过程中及施工后24小时内，

施工现场环境温度和基层墙体表面温度不得低于0℃，平均气温不低于5℃；

[0012] 步骤02：挂基准线；

[0013] 步骤03：EPS无机渗透保温板粘贴安装，采用聚合物粘接专用砂浆，水和粘结砂浆

按照  1：4～1.5：4的重量比配制而成；

[0014] 具体粘贴方法如下：

[0015] (1)在外墙的细部处理部位，具体是檐口、勒脚、门窗孔洞边的EPS无机渗透保温板

上预粘贴窗幅网格布，其宽度为280～320mm；

[0016] (2)在距离保温板边界45～55mm的保温板上以点框法均匀涂抹保温板粘贴砂浆，

点框面积与保温板面积之比不得小于50％；

[0017] (3)将粘贴砂浆涂抹在EPS无机渗透保温板之后，应迅速将EPS无机渗透保温板贴

在墙上；板与板之间挤紧，板间不留间隙，接缝处不得涂抹粘结砂浆，每贴完一块及时清除

可能挤出的保温板粘结砂浆，EPS无机渗透保温板板面不方正或裁切不直形成缝隙，用EPS

无机渗透保温板条塞入并打磨平；上下两排EPS无机渗透保温板竖向错缝板长1/2；

[0018] 步骤04：安装撑托架；从EPS无机渗透保温板粘贴首层开始，每隔3层设置嵌固带，

嵌固带通过固定膨胀管螺栓设置在山墙部位，嵌固带托住EPS无机渗透保温板以减轻荷载，

提高整个系统的安全性能；嵌固带托架每隔1200mm沿保温板板缝设置；

[0019] 步骤05：安装锚固件，锚固件在EPS无机渗透保温板粘贴完成的24-48小时内安装

完成；  7层以下每块板不少于8个，每平米不少于4个完整锚固点；8-18层每块不少于10个，

每平米不少于5个完整锚固点；18层以上每块板不少于11个，每平米不少于6个完整锚固点；

孔径视锚固件直径而定，混凝土墙进墙深度不得小于30㎜，填充墙进墙深度不得小于60㎜。

拧入锚固件，拧入深度不小于40mm；

[0020] 步骤06：打磨、修理；EPS无机渗透保温板缝宽超出2㎜，用相应厚度的EPS无机渗透

保温板填塞，拼缝高大于1.5mm用砂纸或专用打磨机具打磨平整；磨平工作应在EPS无机渗

透保温板粘贴24小时后进行，以避免对粘贴层的扰动，减弱板材与基层墙体的粘结强度；

[0021] 步骤07：底层抹面胶浆；EPS无机渗透保温板安装完毕并检查验收合格后，再进行

抹面胶浆抹灰，抹灰分底层和面层两次，在EPS无机渗透保温板面抹底层抹面胶浆，标准层

厚度不小于6mm，同时将翻包网格布压入抹面胶浆中；

[0022] 步骤08：铺贴复合耐碱玻纤网；铺贴方法如下：

[0023] (1)、底层涂抹EPS无机渗透保温板罩面加固砂浆,将砂浆均匀地涂抹在EPS无机渗

透保温板上；

[0024] (2)、复合耐碱玻纤网的铺设自上而下，沿垂直及水平方向绷直绷平，并将弯曲的

一面朝里，用抹平抹子由中间向上、下两边将复合耐碱玻纤网抹平，使其紧贴底层EPS无机

说　明　书 2/6 页

5

CN 108915107 B

5



渗透保温板罩面加固砂浆；

[0025] (3)、门窗洞口外侧周边各加一层300mm*200mm的45度斜向复合耐碱玻纤网进行加

强，并将大面积铺设的玻纤网沿门窗转过拐进粘贴；

[0026] (4)、对于窗口、门口及其它洞口四周的EPS无机渗透保温板端头应用玻纤网和保

温板罩面加固砂浆将其包住并抹平；

[0027] (5)、网格布左右搭接宽度不小于100mm，上下搭接宽度不小于80mm，局部搭接处用

聚合物砂浆补充原砂浆不足处，在阴阳角处需从每边双向绕角且相互搭接宽度不小于

200mm；玻纤网铺贴完毕，检查阳角网连接状况，抹第二遍抗裂砂浆，并将玻纤网包覆于抗裂

砂浆之中；

[0028] 步骤09：抹EPS无机渗透保温板罩面砂浆；

[0029] 步骤10：补洞和修理。

[0030]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方案产生的积极效果如下：本发明材料选用EPS无机渗透保温

板为高层外墙外保温工程，采用胶粘剂粘贴和锚栓固定，并增设撑托架相结合的工艺，通过

计算风压、粘接强度及各项荷载，采用专用聚合物砂浆粘贴，运用点框法粘贴，粘贴面积超

过50％，同时每隔3层设置嵌固带(材质为50×50×3㎜角铁，刷两道防锈漆以防生锈)，嵌固

带设置在山墙部位，连续设置，嵌固带托住保温板以减轻荷载，以提高整个系统的安全性

能，防止后期使用中坠落；解决了高容重的保温材料在外墙外保温的施工隐患问题。

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外墙系统构造示意图。

[0032]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点框法粘贴示意图。

[0033] 图3为撑托架的安装示意图。

[0034]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中门窗洞口附加耐碱玻纤网布示意图。

[0035]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中阳角耐碱玻纤网布置示意图。

[0036]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中阴角耐碱玻纤网布置示意图。

[0037] 图中标注为：1、EPS无机渗透保温板；2、粘结砂浆；3、撑托架；4、耐碱玻纤网；5、固

定膨胀管螺栓；6、内粉刷层；7、建筑物墙体；8、外找平层；9、抹面胶浆护面层；10、饰面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阐述和说明。

[0039] 一种EPS无机渗透保温板施工方法，本实施例的施工方法应用于郑州市中原区赵

坡行政村·小京水自然村棚户区改造项目1-8#楼全部外墙保温施工，具体情况如下：

[0040] 郑州市中原区赵坡行政村·小京水自然村棚户区改造项目位于建设路与凯旋路

交叉口东南角，总建筑面积约49.5万㎡，由1#～13#楼及地下车库构成，其中1#楼地下3层，

地上  32层，剪力墙结构；2#-8#楼地下4层，地上34层，剪力墙结构；9#楼(商业)地下3层，地

上19/24层，框架+剪力墙结构。对各种保温板的人工和材料成本做了整理如下表：

[0041] 项目类别 项目级别 人工费及材料(元/m2)    

XPS保温板 A级 150 

珍珠岩保温板 A级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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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棉保温板 A级 180 

EPS无机渗透保温板 A级 110 

[0042] 从上表可知，EPS无机渗透保温板经济效益显而易见，对比常用的保温材料成本约

减少  1/4。故在上述工程的1-8#楼外墙施工过程中采用了EPS无机渗透保温板进行施工，外

墙从内到外包括内粉刷层6、建筑物墙体7、外找平层8、粘结砂浆、EPS无机渗透保温板、抹面

胶浆护面层9、耐碱纤维网格布及饰面层10，如图1所示。

[0043] 该施工方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0044] 步骤01：工作面准备及基层处理，处理方法如下：

[0045] (1)、基层墙面应清洁、干燥、平整并无松散的砂浆和杂物，门窗框架应安装到位；

[0046] (2)、基层面具有一定强度，表面强度不小于0.5Mpa；

[0047] (3)、在施工过程中及施工后24小时内，施工现场环境温度和基层墙体表面温度不

得低于0℃，平均气温不低于5℃、施工应避免直接雨淋、暴晒；

[0048] (4)、基层墙体的平整度不符合要求时，可采用聚合物水泥砂浆找平，用2m靠尺检

查，最大偏差不大于5mm，超差部分应由土建方剔凿或用聚合物水泥砂浆修补平整。

[0049] 步骤02：挂基准线；方法如下：

[0050] (1)、根据建筑物立面设计和外墙外保温技术要求，在墙面弹出外门窗的水平线、

垂直控制线及伸缩缝线、装饰线。

[0051] (2)、在建筑物外墙大角(阴角、阳角)及其它必要处挂垂直基准钢线；每个楼层在

适当位置挂水平线，以控制EPS无机渗透保温板的垂直和平整度。

[0052] 步骤03：EPS无机渗透保温板粘贴安装；具体如下：

[0053] (1)、聚合物粘接专用砂浆的配制；

[0054] 比重配比：聚合物粘结砂浆是单组份外保温系统，按照要求1(水)：4(粘结砂浆)的

重量比进行配制搅拌而成；首先将水倒入搅拌机内，然后将干粉按比例投放进行混合搅拌；

搅拌时间：搅拌时间按规定要求5分钟以上，若感觉粘结稠度过高，可以加入少量水进行调

和；由专业人员负责聚合物粘结砂浆的配制工作；聚合物粘接浆料随用随搅，搅好的聚合物

砂浆必须在2h内用完，超于2h后不得再加水使用；聚合物粘接砂浆稀稠度可以加水调和使

用；质量自检：经验观察搅拌好粘结剂均匀、状态良好、新鲜、稠度适宜；

[0055] (2)粘贴EPS无机渗透保温板；网格布翻包：在外墙的细部处理部位，如檐口、勒脚、

门窗孔洞边的EPS无机渗透保温板上需预粘贴窗幅网格布，其宽度约300mm；质量自检：经验

检网格布翻包规范，符合要求；点框法：在保温板周边涂抹保温板粘贴砂浆宽约50mm宽中间

部位均匀布点，点框面积与保温板面积之比不得小于50％，如图2所示；将EPS无机渗透保温

板粘贴砂浆涂抹在EPS无机渗透保温板之后，应迅速将EPS无机渗透保温板贴在墙上(注意：

保温板粘贴砂浆涂抹在保温板表面后，若在空气中暴露时间过长，粘结剂表面易形成一层

薄薄的结皮而影响粘结强度)；用水平靠尺压平操作以保证平整度和粘贴牢固；板与板之间

要挤紧，板间不留间隙，接缝处不得涂抹保温板粘结砂浆，每贴完一块应及时清除可能挤出

的保温板粘结砂浆，若因EPS无机渗透保温板板面不方正或裁切不直形成缝隙，应用EPS无

机渗透保温板条塞入并打磨平；EPS无机渗透保温板应水平粘贴，保证连续结合，且上下两

排保温板应竖向错缝板长1/2；一般先从墙拐角(阳角)处粘贴，应先排好尺寸，切割EPS  无

机渗透保温板，使其粘贴时垂直交错连接，确保拐角处顺直且交错垂直；在粘贴窗框四周的

说　明　书 4/6 页

7

CN 108915107 B

7



阳角和外墙阳角时，应先弹好基准线，作为控制阳角上下垂直的依据，质量检查：检查EPS 

无机渗透保温板整体上布局得当、规范、平整度符合要求，细部处理良好，符合要求。

[0056] 步骤04：安装撑托架；在EPS无机渗透保温板粘贴首层、4层、7层、10层、13层、16 

层、19层、22层、25层、28层、31层、34层(每隔3层)设置嵌固带(材质为50×50×3  ㎜角铁，刷

两道防锈漆以防生锈)，嵌固带通过固定膨胀管螺栓5设置在山墙部位，嵌固带托住保温板

以减轻荷载，以提高整个系统的安全性能；固定膨胀管螺栓直径12mm，嵌固带托架每隔

1200mm沿保温板板缝设置，如图3所示。

[0057] 步骤05：安装固定锚栓；1)锚固件在EPS无机渗透保温板粘贴24小时后可以安装，

宜在其后48小时内完成；2)固件个数，锚固件具体安装数量：7层以下每块板不少于8个(每 

m2不少于4个完整锚栓固定点)，8-18层每块不少于10个(每m2不少于5个完整锚栓固定点)，

18层以上每块板不少于11个(每m2不少于6个完整锚栓固定点)(见下图)，孔径视锚固件直

径而定，进墙深度混凝土墙不得小于30㎜，填充墙不得小于60㎜拧入锚固钉，拧入深度不小

于40mm,钉头和圆盘不得超出板面，不得翘曲；门窗洞口、阳角边缘应加固处理，水平、垂直

间距不大于500mm，距基层边缘≤60mm，采用Ф8×140mm锚栓；3)固定件加密，阳角、檐口、下

门窗洞口四周应加密。距基层边缘不小于60mm，间距不大于300mm，使用锤击式固定件，确保

膨胀钉尾部与基层充分锚固。

[0058] 步骤06：打磨、修理；(1)、EPS无机渗透保温板缝拼严，缝宽超出2㎜时用相应厚度

的  EPS无机渗透保温板填塞，拼缝高差不大于1.5mm否则应用砂纸或专用打磨机具打磨平

整；打磨动作宜为轻柔的圆周运动，不得沿着板缝平行的方向打磨，打磨平后应用刷子将碎

屑清理干净；(2)、磨平工作应在EPS无机渗透保温板粘贴24小时后进行，以避免对粘贴层的

扰动，减弱板材与基层墙体的粘结强度。

[0059] 步骤07：底层抹面胶浆；EPS无机渗透保温板安装完毕并检查验收合格后，再进行

抹面胶浆抹灰；抹灰分底层和面层两次，在EPS无机渗透保温板面抹底层抹面胶浆，标准层

厚度不小于6mm，同时将翻包网格布压入抹面胶浆中。

[0060] 步骤08：铺贴复合耐碱玻纤网；如图4、5、6所示，在施工过程中，不得掺入水泥、沙

子及其它材料，也绝对不能二次加水，也不能用抹子沾水施工，有EPS无机渗透保温板的地

方，使用复合耐碱玻纤网；

[0061] (1)、底层涂抹EPS无机渗透保温板罩面加固砂浆,将砂浆均匀地涂抹在保温板上；

[0062] (2)、复合耐碱玻纤网的铺设应自上而下，沿垂直及水平方向绷直绷平，并将弯曲

的一面朝里，用抹平抹子由中间向上、下两边将复合耐碱玻纤网抹平，使其紧贴底层EPS无

机渗透保温板罩面加固砂浆。复合耐碱玻纤网不应皱褶、空鼓、翘边；

[0063] (3)、门窗洞口外侧周边各加一层300mm*200mm的45度斜向复合耐碱玻纤网进行加

强，并将大面积铺设的玻纤网沿门窗转过拐进粘贴；

[0064] (4)、对于窗口、门口及其它洞口四周的EPS无机渗透保温板端头应用玻纤网和保

温板罩面加固砂浆将其包住并抹平；

[0065] (5)、网格布左右搭接宽度不小于100mm，上下搭接宽度不小于80mm，局部搭接处可

用聚合物砂浆补充原砂浆不足处，不得使用网格布皱褶、空鼓、翘边；

[0066] (6)、在阴阳角处还需从每边双向绕角且相互搭接宽度不小于200mm；

[0067] 步骤09：抹EPS无机渗透保温板罩面砂浆；玻纤网铺贴完毕应重点检查阳角网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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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再抹第二遍抗裂砂浆，并将玻纤网包覆于抗裂砂浆之中，抗裂砂浆面层应平整，仅以

覆盖玻纤网，微见玻纤网轮廓为宜。面层切忌不停揉搓，以免形成空鼓。罩面防护抗裂砂浆

施工完成后，待面层砂浆干燥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

[0068] 步骤10：补洞和修理；对于墙面由于使用电动吊篮所预留的孔洞及损坏处应进行

修补，修补方法如下：

[0069] (1)、当脚手架拆离墙体后，应立即对连接处的孔洞进行填补，并用水泥砂浆压平；

[0070] (2)、预切一块与孔洞尺寸相同的EPS无机渗透保温板并打磨其边缘部分，使之能

紧密填入空洞中；

[0071] (3)、待水泥砂浆表面已干燥，将此EPS无机渗透保温板背面涂抹厚10mm的粘接剂，

将EPS无机渗透保温板塞入，压平，粘在基层面上，并用螺栓锚固；

[0072] (4)、EPS无机渗透保温板表面用聚合物抹面砂浆粘结并内置网布，抹平，干燥24小

时，再上二道以达到与原有面层平齐；

[0073] (5)、干燥约8小时，使用小号湿毛刷，将表面不规则处修平，将边缘处刷平；

[0074] (6)、对墙面遭受其他因素损坏的区域，修补处理方法同上。

[0075] 本实施例的郑州市中原区赵坡行政村·小京水自然村棚户区改造项目1-8#楼全

部外墙保温施工，于2018年2月开始施工；截至目前，外墙外保温全部施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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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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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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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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