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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用于建筑保温墙体的施工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将加气砖的一面中部进

行开孔处理，在加气砖中部开设有榫眼，备用；2)

将保温板在中部配置两个与凹槽相配对的榫头；

3)采用两块带有榫眼的加气砖将带有榫头的保

温板夹住，并使得榫头插入榫眼内，形成保温复

合体，备用；4)采用保温混凝土浆料将多个的保

温复合体砌成墙体；该用于建筑保温墙体的施工

方法具有出色的保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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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建筑保温墙体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加气砖的一面中部进行开孔处理，在加气砖中部开设有榫眼，备用；

2)将保温板在中部配置两个与凹槽相配对的榫头；

3)采用两块带有榫眼的加气砖将带有榫头的保温板夹住，并使得榫头插入榫眼内，形

成保温复合体，备用；

4)采用保温混凝土浆料将多个的保温复合体砌成墙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建筑保温墙体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

中还包含有步骤在加气砖中含有榫眼的一面喷涂吸音隔热棉层。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建筑保温墙体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加气砖

和保温板的长度和宽度均相同。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建筑保温墙体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加气砖

与保温板的厚度比为4：1。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用于建筑保温墙体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温板

与榫头一体成型。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用于建筑保温墙体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温板

为XPS保温板、聚氨酯保温板、石膏板或为硅酸铝纤维板中的一种或多种。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建筑保温墙体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温混

凝土浆料由按重量份数配比的云母粉106-125份、甲基乙烯基MQ高粘度硅树脂25-33份、木

质素磺酸钙4-6份、氨基甲酸甲酯15-20份、硅酸钙89-102份、海泡石纤维36-40份、纳米二氧

化锆20-30份、空心玻璃微珠44-50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10-15份、三乙醇胺3-5份、聚乙烯

醇纤维22-24份、聚二甲基二烯丙基氯化铵7-9份、季戊四醇硬脂酸酯10-12份和水140-160

份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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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建筑保温墙体的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建筑保温墙体的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保温是减少建筑物室内热量向室外散发的措施，对创造适宜的室内热环境和

节约能源有重要作用。建筑保温主要从建筑外围护结构上采取措施，同时减少建筑物室内

热量向室外散发的措施，对创造适宜的室内热环境和节约能源有重要作用。建筑保温主要

从建筑外围护结构上采取措施，同时还要从房间朝向、单体建筑的平面和体型设计，以及建

筑群的总体布置等方面加以综合考虑。

[0003]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希望可以研发出一种保温性能出色的建筑保温墙体的施工方

法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具有出色的保温功能的用于建筑保温墙体

的施工方法。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用于建筑保温墙体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将加气砖的一面中部进行开孔处理，在加气砖中部开设有榫眼，备用；

[0008] 2)将保温板在中部配置两个与凹槽相配对的榫头；

[0009] 3)采用两块带有榫眼的加气砖将带有榫头的保温板夹住，并使得榫头插入榫眼

内，形成保温复合体，备用；

[0010] 4)采用保温混凝土浆料将多个的保温复合体砌成墙体。

[0011]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3)中还包含有步骤在加气砖中含有榫眼的一面喷涂吸音隔热

棉层。

[0012] 作为优选，所述加气砖和保温板的长度和宽度均相同。

[0013] 作为优选，所述加气砖与保温板的厚度比为4：1-1.5。

[0014] 作为优选，所述保温板与榫头一体成型。

[0015] 作为优选，所述保温板为XPS保温板、聚氨酯保温板、石膏板或为硅酸铝纤维板中

的一种或多种。

[0016] 作为优选，所述保温混凝土浆料由按重量份数配比的云母粉106-125份、甲基乙烯

基MQ高粘度硅树脂25-33份、木质素磺酸钙4-6份、氨基甲酸甲酯15-20份、硅酸钙89-102份、

海泡石纤维36-40份、纳米二氧化锆20-30份、空心玻璃微珠44-50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10-

15份、三乙醇胺3-5份、聚乙烯醇纤维22-24份、聚二甲基二烯丙基氯化铵7-9份、季戊四醇硬

脂酸酯10-12份和水140-160份组成。

[0017] 保温混凝土浆料的原料的特点或作用：

[0018] 云母粉：具有良好的弹性、韧性。绝缘性、耐高温、耐酸碱、耐腐蚀、附着力强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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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一种优良的添加剂。同时又具有出色的隔热性能

[0019] 甲基乙烯基MQ高粘度硅树脂：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和耐高低温、电气绝缘、防潮、

防水等优良性能。

[0020] 木质素磺酸钙：用作混凝土减水剂，改善混凝土和易性，提高工程质量。夏季使用，

可抑制坍落度损失。

[0021] 氨基甲酸甲酯：用作水泥添加剂，生产低收缩水泥，这种水泥在凝固后收缩率低，

而且不裂缝。

[0022] 硅酸钙：是白色粉末。无味。无毒。溶于强酸。不溶于水、醇及碱，多为针状结晶。主

要用作建筑材料、保温材料、耐火材料，涂料的体质颜料及载体，水泥的主要原料。

[0023] 海泡石纤维：具有较好的吸附，脱色、热稳定、抗腐蚀、抗辐射、隔热绝缘、抗摩擦、

防渗透等性能，作为隔热补强填料。

[0024] 纳米二氧化锆：具有良好的热化学稳定性、高温导电性和较高的强度和韧性，机

械、热学、电学、光学性质良好，纳米氧化锆粒径小、稳定性强，具有耐酸、耐碱、耐腐蚀、耐高

温的性能。

[0025] 空心玻璃微珠：具有抗压强度高、熔点高、电阻率高、热导系数和热收缩系数小等

特点，具有明显的减轻重量和隔音保温效果，使制品具有很好的抗龟裂性能和再加工性能，

消除产品内应力确保尺寸稳定性，挺高抗压、抗冲击性、耐火度、隔音隔热性、绝缘性等作

用，与氨基甲酸甲酯复配可以起到协同性作用，可以有效的防止裂缝的产生，使得整体可靠

性更高。

[0026] 羟丙基甲基纤维素：作为水泥砂浆的保水剂、缓凝剂使砂浆具有泵送性。

[0027] 三乙醇胺：作为水泥熟料提高水泥的流动性和装填密度，与空心玻璃微珠和氨基

甲酸甲酯的抗裂作用协同，使得整体可靠性可以进一步的提高。

[0028] 聚乙烯醇纤维：强度高模量高、伸度低、耐磨、抗酸碱、耐候性好，与水泥、石膏等基

材有良好的亲和力和结合性，且无毒、无污染、不损伤人体肌肤，对人体无害，是新一代高科

技的绿色建材之一。

[0029] 聚二甲基二烯丙基氯化铵：安全、无毒、易溶于水、不易燃、凝聚力强、水解稳定性

好。

[0030] 季戊四醇硬脂酸酯：内外润滑性均好，能提高制品热稳定性。

[003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通过采用了加气砖，其内部发泡的结构不利于传递热量，同

时两个加气砖之间配置有保温板进一步提升隔热效果，可以获得良好的保温作用，配合采

用保温混凝土浆料将多个的保温复合体砌成墙体的方案，可以起到出色的保温作用。

附图说明

[0032]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使

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

的附图。

[0033] 图1为本发明一种用于建筑保温墙体的施工方法的保温复合体的局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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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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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5] 在实施例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中间”、“上”、“下”、“顶部”、“右侧”、“左端”、“上

方”、“一面”、“中部”、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

了便于描述本发明，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

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36] 实施例1

[0037] 一种用于建筑保温墙体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8] 1)将加气砖1的一面中部进行开孔处理，在加气砖中部开设有榫眼，备用；

[0039] 2)将保温板2在中部配置两个与凹槽相配对的榫头3；

[0040] 3)采用两块带有榫眼的加气砖1将带有榫头3的保温板2夹住，并使得榫头3插入榫

眼内，形成保温复合体，备用；

[0041] 4)采用保温混凝土浆料将多个的保温复合体砌成墙体。

[0042]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3)中还包含有步骤在加气砖中含有榫眼的一面喷涂吸音隔热

棉层4。

[0043]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加气砖和保温板的长度和宽度均相同。

[0044]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加气砖与保温板的厚度比为4：1。

[0045]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保温板与榫头一体成型。

[0046]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保温板为XPS保温板。

[0047]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保温混凝土浆料由按重量份数配比的云母粉106份、甲基乙烯

基MQ高粘度硅树脂25份、木质素磺酸钙4份、氨基甲酸甲酯15份、硅酸钙89份、海泡石纤维36

份、纳米二氧化锆20份、空心玻璃微珠44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10份、三乙醇胺3份、聚乙烯

醇纤维22份、聚二甲基二烯丙基氯化铵7份、季戊四醇硬脂酸酯10份和水140份组成。

[0048] 实施例2

[0049] 一种用于建筑保温墙体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0] 1)将加气砖1的一面中部进行开孔处理，在加气砖中部开设有榫眼，备用；

[0051] 2)将保温板2在中部配置两个与凹槽相配对的榫头3；

[0052] 3)采用两块带有榫眼的加气砖1将带有榫头3的保温板2夹住，并使得榫头3插入榫

眼内，形成保温复合体，备用；

[0053] 4)采用保温混凝土浆料将多个的保温复合体砌成墙体。

[0054]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3)中还包含有步骤在加气砖中含有榫眼的一面喷涂吸音隔热

棉层4。

[0055]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加气砖和保温板的长度和宽度均相同。

[0056]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加气砖与保温板的厚度比为4：1.5。

[0057]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保温板与榫头一体成型。

[0058]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保温板为聚氨酯保温板。

[0059]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保温混凝土浆料由按重量份数配比的云母粉125份、甲基乙烯

基MQ高粘度硅树脂33份、木质素磺酸钙6份、氨基甲酸甲酯20份、硅酸钙102份、海泡石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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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份、纳米二氧化锆30份、空心玻璃微珠50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15份、三乙醇胺5份、聚乙

烯醇纤维24份、聚二甲基二烯丙基氯化铵9份、季戊四醇硬脂酸酯12份和水160份组成。

[0060] 实施例3

[0061] 一种用于建筑保温墙体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2] 1)将加气砖1的一面中部进行开孔处理，在加气砖中部开设有榫眼，备用；

[0063] 2)将保温板2在中部配置两个与凹槽相配对的榫头3；

[0064] 3)采用两块带有榫眼的加气砖1将带有榫头3的保温板2夹住，并使得榫头3插入榫

眼内，形成保温复合体，备用；

[0065] 4)采用保温混凝土浆料将多个的保温复合体砌成墙体。

[0066]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3)中还包含有步骤在加气砖中含有榫眼的一面喷涂吸音隔热

棉层4。

[0067]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加气砖和保温板的长度和宽度均相同。

[0068]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加气砖与保温板的厚度比为4：1.3。

[0069]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保温板与榫头一体成型。

[0070]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保温板为石膏板。

[0071]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保温混凝土浆料由按重量份数配比的云母粉120份、甲基乙烯

基MQ高粘度硅树脂30份、木质素磺酸钙5份、氨基甲酸甲酯18份、硅酸钙100份、海泡石纤维

38份、纳米二氧化锆25份、空心玻璃微珠48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13份、三乙醇胺4份、聚乙

烯醇纤维23份、聚二甲基二烯丙基氯化铵8份、季戊四醇硬脂酸酯11份和水150份组成。

[0072] 实施例4

[0073] 一种用于建筑保温墙体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4] 1)将加气砖1的一面中部进行开孔处理，在加气砖中部开设有榫眼，备用；

[0075] 2)将保温板2在中部配置两个与凹槽相配对的榫头3；

[0076] 3)采用两块带有榫眼的加气砖1将带有榫头3的保温板2夹住，并使得榫头3插入榫

眼内，形成保温复合体，备用；

[0077] 4)采用保温混凝土浆料将多个的保温复合体砌成墙体。

[0078]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3)中还包含有步骤在加气砖中含有榫眼的一面喷涂吸音隔热

棉层4。

[0079]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加气砖和保温板的长度和宽度均相同。

[0080]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加气砖与保温板的厚度比为4：1.2。

[0081]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保温板与榫头一体成型。

[0082]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保温板为硅酸铝纤维板。

[0083]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保温混凝土浆料由按重量份数配比的云母粉124份、甲基乙烯

基MQ高粘度硅树脂30份、木质素磺酸钙5份、氨基甲酸甲酯20份、硅酸钙89份、海泡石纤维37

份、纳米二氧化锆30份、空心玻璃微珠50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13份、三乙醇胺4份、聚乙烯

醇纤维22份、聚二甲基二烯丙基氯化铵8份、季戊四醇硬脂酸酯11份和水160份组成。

[008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通过采用了加气砖，其内部发泡的结构不利于传递热量，同

时两个加气砖之间配置有保温板进一步提升隔热效果，可以获得良好的保温作用，配合采

用保温混凝土浆料将多个的保温复合体砌成墙体的方案，可以起到出色的保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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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不经过创造性劳动想到的变化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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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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