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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

一种免拆保温装饰模板包括装饰模板 （10 ) 、墙体模板 （30 ) ，装饰模板 （10 ) 和墙体模板 （30) 之间设置

有分隔模板 （20) ，装饰模板 （10) 和分隔模板 （20) 之间设有若干根保温层连接杆 （40) ，形成保温浇筑层 (60) ；

分隔模板 （20) 和墙体模板 （30) 之间设有 干根钢筋砼层连接杆 （50) , 形成钢筋砼浇筑 ( 7 ) 。还公开了一

种免拆保温装饰模板的安装方法，其具有人丁.费用低、精度高、丁期短等优点。



一种免拆保温装饰模板及其安装方法

技术领域

本发明属于建筑 中的模板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免拆保温装饰模板及其安装

方法。

背景技术

目前市场上公开使用 的建筑外墙钢筋砼浇注 、外保温及表面装饰 的施工工

艺，基本为分步施工工艺，即先绑钢筋 、支模板、浇注钢筋砼完成主体承重墙 ，

再粘贴外保温 ，完成外保温后 ，最后做表面装饰 ，其主要存在 的问题是：现场

人工费用高，精度差 ，工期长，不确定因素多，影响整个施工进度和工程质量 。

发明内容

发明 目的：本发 明提供一种免拆保温装饰模板及其安装方法 ，其 目的在于

解决传统建筑外墙施工工艺现场人工费用高，精度差 ，工期长，不确定因素多

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

本发明是通过 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装饰模板和墙体模板之 间设有分隔模板 ，装饰模板和分隔模板之 间用若干

根保温层连接杆连接形成保温浇注层 ；分隔模板和墙体模板之 间用若干根钢筋

砼层连接杆连接形成钢筋砼浇注层。

装饰模板背面设有若干与保温层连接杆装饰模板端对应 的装饰模板螺柱 ；

装饰模板 四边设有榫槽 ；装饰模板可 由外装饰模板 、榫边龙骨板和槽边龙骨板

三块板组成 ；榫边龙骨板和槽边龙骨板分别设在外装饰模板背面垂直的左右两

边 ，装饰模板上下两边设有 的榫槽设在榫边龙骨板和槽边龙骨板 的上下两端 ，



装饰模板垂直两边设有 的榫槽分别设在榫边龙骨板和槽边 龙骨板外露 的垂直

边；外装饰模板 四边无需榫槽定位 ，外装饰模板连接在榫边龙骨板和槽边龙骨

板上 ，靠榫边龙骨板和槽边龙骨板上 的榫槽互相定位连接 ；这样可 以节省加工

装饰模板的板材用量 。

当建筑表面需要设有垂直通透 的通气层时；装饰模板可 由外装饰模板和外

墙封板两层板组成 ，两层板 中间夹 了榫边龙骨板和槽边龙骨板 ；榫边龙骨板和

槽边龙骨板分别设在外装饰模板和外墙封板垂直的左右两边 ，装饰模板 的内部

形成垂直通透 的通气层 ；装饰模板上下两边设有 的榫槽设在榫边龙骨板和槽边

龙骨板的上下两端 ；装饰模板垂直两边设有 的榫槽分别设在榫边龙骨板 、槽边

龙骨板外露的垂直边 ，外装饰模板和外墙封板 四边无需榫槽定位 ，外装饰模板

和外墙封板连接在榫边龙骨板和槽边龙骨板上 ，靠榫边龙骨板和槽边龙骨板上

的榫槽互相定位连接 。

分隔模板设有若干与保温层连接杆分隔模板端对应 的分隔模板通孔 ；分隔

模板 四边设有榫槽 ；分隔模板可 由主分隔模板 、榫边龙骨板 、槽边龙骨板三块

板组成 ；榫边龙骨板和槽边龙骨板分别设在主分隔模板 同一面垂直的左右两边 ，

分隔模板上下两边设有 的榫槽设在榫边龙骨板和槽边龙骨板 的上下两端 ，分隔

模板垂直两边设有 的榫槽分别设在榫边龙骨板 、槽边龙骨板外露的垂直边 ；主

分隔模板 四边无需榫槽定位 ，主分隔模板连接在榫边龙骨板和槽边龙骨板上，

靠榫边龙骨板和槽边龙骨板上的榫槽互相定位连接 ；这样可 以节省加工分隔模

板的板材用量 。

墙体模板设有若干与钢筋砼层连接杆对应 的通孔 。保温层连接杆装饰模板

端设有与装饰模板螺柱对应 的装饰模板 内螺紋、分隔模板端设有与分隔模板通



孔对应 的分隔模板 内螺纹 ；当装饰模板有一定重量时，保温层连接杆边缘可设

有三角翼板 ，三角翼板 的一个垂直边与保温层连接杆下边缘结合一体 ，另一个

垂直边与分隔模板表面结合 ；这样可 以提高保温层连接杆对装饰模板的支撑强

度 ，当装饰模板有一定重量时可增加建筑 的安全系数 。

钢筋砼层连接杆 由内杆和套在 内杆外面 的套管组成 ；内杆分隔模板端设有

与保温层连接杆上的分隔模板 内螺紋对应的分隔模板螺柱 ，分隔模板螺柱的底

部设有 限位 台阶 ，分隔模板螺柱穿过分隔模板通孔拧入保温层连接杆上的分隔

模板 内螺纹，限位 台阶压紧分隔模板，对分隔模板进行 固定 。

套管分隔模板端 内壁与 内杆紧密结合 ，内杆墙体模板端设有墙体模板 内螺

紋；套管墙体模板端和 内杆分隔模板螺柱底部设有 的限位 台阶分别顶住墙体模

板和分隔模板 ，保证钢筋砼浇注层 的厚度精确 ，可拆卸双头螺柱一端穿过墙体

模板上 的通孔和套管拧入 内杆上的墙体模板 内螺纹 ，锁紧可拆卸双头螺柱另一

端的螺母压紧垫 圈和墙体模板，对墙体模板进行 固定 。

内杆 的限位 台阶与墙体模板 内螺纹之 间设有钢筋砼预埋杆 ，钢筋砼预埋杆

外部设有结合螺纹 ，套管只套在 内杆 的墙体模板 内螺纹端 的外部 ，钢筋砼预埋

杆露在钢筋砼浇注层 内与钢筋砼紧密结合 。钢筋砼浇注完工后 ，可拆卸双头螺

柱、螺母拆除，钢筋砼预埋杆与钢筋砼紧密结合 、套管外壁设有与钢筋砼紧密

结合的套管结合螺纹 、套管分隔模板端 内壁与 内杆紧密结合 ，保证钢筋砼浇注

层的钢筋砼层连接杆处不漏水 ，套管墙体模板端 内壁悬空，保证可拆卸双头螺

柱进 出 自如。

部分分隔模板的分隔模板通孔处保温层连接杆上的分隔模板 内螺紋不需要

安装钢筋砼层连接杆与墙体模板连接 ，直接安装钢筋砼层预埋螺杆 ，钢筋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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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埋螺杆分隔模板端上的螺柱穿过分隔模板通孔拧入保温层连接杆上的分隔模

板 内螺紋 ，锁紧钢筋砼层预埋螺杆上钢筋砼浇注层 内的螺母压紧垫圈和分隔模

板，对分隔模板进行 固定 ；钢筋砼层预埋螺杆上的悬在钢筋砼浇注层 内的部分

设有钢筋砼结合螺纹 ，墙体模板端弯个角度 ，保证预埋的牢固度 。

安装时首先将保温层连接杆上的装饰模板 内螺紋拧紧在装饰模板背面 的装

饰模板螺柱上 ；同时在装饰模板背面中心部分粘贴定厚和支撑加固用的保温块 ;

再安装分隔模板 ，让分隔模板上的分隔模板通孔与保温层连接杆 的分隔模板 内

螺纹对齐 ；并使保温块和分隔模板保温浇注层 的表面 中心部分粘合 ；安装钢筋

砼层连接杆 ，钢筋砼层连接杆上的分隔模板螺杆穿过分隔模板通孔拧入保温层

连接杆上的分隔模板 内螺纹，压紧分隔模板，对分隔模板进行 固定 。

部分分隔模板 的分隔模板通孔处保温层连接杆上 的分隔模板 内螺紋不需要

安装钢筋砼层连接杆与墙体模板连接 ，直接安装钢筋砼层预埋螺杆 ，钢筋砼层

预埋螺杆分隔模板端上 的螺柱穿过分隔模板通孔拧入保温层连接杆上的分隔模

板 内螺纹 ，锁紧钢筋砼层预埋螺杆上钢筋砼浇注层 内的螺母压紧垫圈和分隔模

板 ，对分隔模板进行 固定 ；钢筋砼层预埋螺杆上 的悬在钢筋砼浇注层 内的部分

设有钢筋砼结合螺纹，墙体模板端弯个角度 ，保证预埋的牢固度 。

装饰模板和分隔模板通过保温层连接杆和保温块 固定连接后 ，形成一个带

有保温浇注层 的保温墙体外壳砌块 ；按施工图纸 ，利用装饰模板 四边设有榫槽

和分隔模板 四边设有榫槽砌筑保温墙体外壳砌块 ，形成保温墙体外壳；向保温

浇注层浇注保温材料 ，形成保温墙体 。

按施工图纸绑扎钢筋 ；以整个保温墙体作为免拆模板 ，在保温墙体上的钢

筋砼层连接杆的墙体模板端安装墙体模板；套管墙体模板端和 内杆分隔模板螺



柱底部设有 的限位 台阶分别顶住墙体模板和分隔模板 ，保证钢筋¾ 浇注层的厚

度精确 ，可拆卸双头螺柱一端穿过墙体模板上的通孔和套管拧入 内杆上的墙体

模板 内螺纹 ，锁紧可拆卸双头螺柱另一端的螺母压紧垫 圈和墙体模板 ，对墙体

模板进行 固定；把绑扎好 的钢筋封 闭在形成的钢筋砼浇注层 内。

向钢筋砼浇注层浇注商砼 ，砼凝 固并完成养护后 ，拆 除可拆卸双头螺柱 以

及其他辅助材料 ，完成整个保温承重墙体 的施工 。

装饰模板背面 的装饰模板螺柱为穿过装饰模板 固定装饰模板 的固定螺钉上

的螺柱 ；完成整个保温承重墙体的施工后 ，拧下装饰模板表面上的固定螺钉 ，

再用横梁 固定螺钉把挂接外挂装饰板用横梁 固定在装饰模板上 ；外挂装饰板利

用其背面的挂件挂在横梁上 。

优点及效果 ：通过本发 明的实施 ，能够很好地解决传统建筑外墙施工工艺

现场人工费用高，精度差 ，工期长，不确定 因素多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 ，更好地

达到节能环保的 目的。

附图说明

附图 1 为传统施工工艺建筑外墙 的结构剖面 图；

附图 2 为装饰模板安装保温层连接杆和保温块后 的轴测 图；

附图 3 为装饰模板和分隔模板用保温层连接杆连接后 的轴测 图；

附图 4 为保温墙体外壳砌块的轴测 图；

附图 5 为用保温墙体外壳砌块砌筑保温墙体外壳的轴测 图；

附图 6 为以保温墙体为免拆模板安装墙体模板的轴测 图；

附图 7 为本发明结构 的垂直剖面图；

附图 8 为设有外挂装饰板时本发明结构的垂直剖面 图；



附图 9 为设有通气层时本发明结构的水平剖面 图；

附图 10 为装饰模板、分隔模板分别 由三块板组成时本发明结构的水平剖面

图；

附图 11 为装饰模板无榫槽时本发明结构的水平剖面 图；

附图 12 为分隔模板无榫槽时本发明结构的水平剖面 图；

附图 13 为保温层连接杆边缘设有三角翼板 时本发 明结构的垂直剖面 图。

具体实施方式

目前市场上公开使用 的建筑外墙钢筋砼浇注 、外保温及表面装饰 的施工工

艺，基本为分步施工工艺，即先绑钢筋 、支模板、浇注钢筋砼完成主体承重墙，

再粘贴外保温 ，完成外保温后 ，最后做表面装饰 。

实施例 1

本发明是对传统建筑外墙施工工艺的改进 ；附图 1 为传统施工工艺建筑外

墙的结构剖面 图：图中标注 1 为主体承重墙，2 为粘结砂浆 ，3 为保温板，4 为

抹面砂浆 ，5 为耐碱玻璃纤维增强网格布 ，6 为锚 固件 ，7 为抹面砂浆 ， 8 为表

面装饰层 。

而本发明为一种免拆保温装饰模板，包括有装饰模板 10，墙体模板 30 以及

设在两者之间的分隔模板 20，装饰模板 10 和分隔模板 20 之 间使用若干根保温

层连接杆 40 连接 ，形成保温浇注层 60; 分隔模板 20 和墙体模板 30 之间使用若

干根钢筋砼层连接杆 50 连接，形成钢筋砼浇注层 70。

见附图 2、7 所示 ，首先将保温层连接杆 40 上的装饰模板 内螺紋 4 1 拧紧在

装饰模板 10 背面 的装饰模板螺柱 11 上；同时在装饰模板 10 背面 中心部分粘贴

定厚和支撑加固用的保温块 100; 见附图 3、 7 所示 ，再安装分隔模板 20，让分



隔模板 20 上的分隔模板通孔 2 1 与保温层连接杆 40 的分隔模板 内螺紋 42 对齐 ;

并使保温块 100 和分隔模板 20 保温浇注层 60 的表面中心部分粘合 。安装钢筋

砼层连接杆 50，钢筋砼层连接杆 50 上的分隔模板螺杆 53 穿过分隔模板通孔 2 1

拧入保温层连接杆 40 上的分隔模板 内螺纹 42，压紧分隔模板 20，对分隔模板

20 进行固定。部分分隔模板 20 的分隔模板通孔 2 1 处保温层连接杆 40 上的分隔

模板 内螺纹 42 不需要安装钢筋砼层连接杆 50 与墙体模板 30 连接 ，直接安装钢

筋砼层预埋螺杆 90，钢筋砼层预埋螺杆 90 分隔模板 20 端上的螺柱 9 1 穿过分隔

模板通孔 2 1 拧入保温层连接杆 40 上的分隔模板 内螺纹 42，锁紧钢筋砼层预埋

螺杆 90 上钢筋砼浇注层 70 内的螺母 2 压紧垫圈 93 和分隔模板 20，对分隔模

板 20 进行 固定 ；钢筋砼层预埋螺杆 90 上的悬在钢筋砼浇注层 70 内的部分设有

钢筋砼结合螺纹 94，墙体模板 30 端弯个角度 95，保证预埋 的牢固度 。

见附图 4 所示 ，装饰模板 10 和分隔模板 20 通过保温层连接杆 40 和保温

块 100 固定连接后 ，形成一个带有保温浇注层 60 的保温墙体外壳砌块 ；见附图

5 所示，按施工 图纸 ，利用装饰模板 10 四边设有榫槽 12 和分隔模板 20 四边设

有榫槽 22 砌筑保温墙体外壳砌块 ，形成保温墙体外壳；向保温浇注层 60 浇注

保温材料，形成保温墙体 ；可 以在保温浇注层 60 内绑扎钢筋 ，提高保温墙体的

抗震性能。见附图 6、7 所示，按施工图纸绑扎钢筋 ；以整个保温墙体作为免拆

模板，在保温墙体上 的钢筋砼层连接杆 50 的墙体模板 30 端安装墙体模板 30;

套管 52 墙体模板 30 端和 内杆 5 1 分隔模板螺柱 53 底部设有 的限位 台阶 56 分别

顶住墙体模板 30 和分隔模板 20，保证钢筋砼浇注层 70 的厚度精确 ，可拆卸双

头螺柱 80 —端穿过墙体模板 30 上的通孔 34 和套管 52 拧入 内杆 5 1 上的墙体模

板 内螺纹 54，锁紧可拆卸双头螺柱 80 另一端 的螺母 8 1 压紧垫圈 82 和墙体模板



30，对墙体模板 30 进行 固定；把绑扎好 的钢筋封 闭在形成的钢筋砼浇注层 70

内。

见附图 7 所示 ，内杆 5 1 的限位 台阶 56 与墙体模板 内螺纹 54 之间设有钢

筋砼预埋杆 57，钢筋砼预埋杆 57 外部设有结合螺纹 58，套管 52 只套在 内杆 5 1

的墙体模板 内螺紋 54 端的外部，钢筋砼预埋杆 57 露在钢筋砼浇注层 70 内与钢

筋砼紧密结合 。向钢筋砼浇注层 70 浇注商砼 ，砼凝固并完成养护后 ，拆除可拆

卸双头螺柱 80、螺母 8 1 以及其他辅助材料 ，完成整个保温承重墙体的施工 。钢

筋砼预埋杆 57 与钢筋砼紧密结合、套管 52 外壁设有与钢筋砼紧密结合的套管

结合螺纹 55、套管 52 分隔模板 20 端 内壁与 内杆 5 1 紧密结合 ，保证钢筋砼浇注

层 70 的钢筋砼层连接杆 50 处不漏水，套管 52 墙体模板 30 端 内壁悬空，保证

可拆卸双头螺柱 80 进 出 自如 。

实施例 2

见附图 8 所示 ，装饰模板 10 背面的装饰模板螺柱 11 为穿过装饰模板 10 固

定装饰模板 10 的固定螺钉 112 上的螺柱 ；按实施例 1 完成整个保温承重墙体的

施工后，拧下装饰模板 10 表面上的固定螺钉 112，再用横梁 固定螺钉 113 把挂

接外挂装饰板 110 用横梁 111 固定在装饰模板 10 上 ；外挂装饰板 110 利用其背

面的挂件 114 挂在横梁 111 上 。

实施例 3

见附图 9 所示，当建筑表面需要设有垂直通透的通气层 13 时 ; 装饰模板 10

由外装饰模板 14 和外墙封板 15 两层板组成 ，两层板 中间夹 了榫边龙骨板 16 和

槽边龙骨板 17; 榫边龙骨板 16 和槽边龙骨板 17 分别设在外装饰模板 14 和外墙

封板 15 垂直的左右两边 ，装饰模板 10 的内部形成垂直通透 的通气层 13 ; 装饰



模板 10 上下两边设有 的榫槽 12 设在榫边龙骨板 16 和槽边龙骨板 17 的上下两

端；装饰模板 10 垂直两边设有 的榫槽 12 分别设在榫边龙骨板 16、槽边龙骨板

1 外露的垂直边 ，外装饰模板 14 和外墙封板 15 四边无榫槽 ，外装饰模板 14 和

外墙封板 15 连接在榫边龙骨板 16、槽边龙骨板 17 上 ，靠榫边龙骨板 16、槽边

龙骨板 上的榫槽 12 互相定位连接 。按实施例 1 装饰模板 10、分隔模板 20、

保温层连接杆 40 以及保温块 100 组成保温墙体外壳砌块后 ；利用装饰模板 10

内榫边龙骨板 16 和槽边龙骨板 上的榫槽 12 以及分隔模板 20 四边设有榫槽

22 砌筑保温墙体外壳砌块 ，形成保温墙体外壳。

实施例 4

见附图 10 所示 ，装饰模板 10 由外装饰模板 14、榫边龙骨板 16 和槽边龙骨

板 17 三块板组成 ；榫边龙骨板 16 和槽边龙骨板 17 分别设在外装饰模板 14 背

面垂直的左右两边，装饰模板 10 上下两边设有的榫槽 12 设在榫边龙骨板 16 和

槽边龙骨板 17 的上下两端 ，装饰模板 10 垂直两边设有 的榫槽 12 分别设在榫边

龙骨板 16 和槽边龙骨板 17 外露的垂直边 ；外装饰模板 14 四边无需榫槽定位 ，

外装饰模板 14 连接在榫边龙骨板 16 和槽边龙骨板 17 上 ，靠榫边龙骨板 16 和

槽边龙骨板 17 上的榫槽 12 互相定位连接 ；这样可 以节省加工装饰模板 10 的板

材用量 。

见附图 10 所示 ，分隔模板 20 由主分隔模板 23、榫边龙骨板 24、槽边龙骨

板 25 三块板组成；榫边龙骨板 24 和槽边龙骨板 25 分别设在主分隔模板 23 同

一面垂直的左右两边 ，分隔模板 20 上下两边设有 的榫槽 22 设在榫边龙骨板 24

和槽边龙骨板 25 的上下两端，分隔模板 20 垂直两边设有 的榫槽 2 分别设在榫



边龙骨板 24、槽边龙骨板 25 外露的垂直边 ；主分隔模板 23 四边无需榫槽定位 ，

主分隔模板 23 连接在榫边龙骨板 24 和槽边龙骨板 25 上，靠榫边龙骨板 24 和

槽边龙骨板 25 上 的榫槽 22 互相定位连接 ；这样可 以节省加工分隔模板 20 的板

材用量 。

实施例 6

见附图 11 所示 ，装饰模板 10 四边可无榫槽 ，装饰模板 10 和分隔模板 20

用保温层连接杆 40 连接组成保温墙体外壳砌块后 ；只利用分隔模板 20 四边设

有榫槽 22 砌筑保温墙体外壳砌块，形成保温墙体外壳 。

实施例 7

见附图 12 所示 ，分隔模板 20 四边可无榫槽 ，装饰模板 10 和分隔模板 20

用保温层连接杆 40 连接组成保温墙体外壳砌块后 ；只利用装饰模板 10 四边设

有榫槽 12 砌筑保温墙体外壳砌块 ，形成保温墙体外壳 。

实施例 8

见附图 13 所示 ，当装饰模板 10 有一定重量时，保温层连接杆 40 边缘可设

有三角翼板 43，三角翼板 43 的一个垂直边与保温层连接杆 40 下边缘结合一体，

另一个垂直边与分隔模板 20 表面结合 ；这样可 以提高保温层连接杆 40 对装饰

模板 10 的支撑强度 ，当装饰模板 10 有一定重量时可增加建筑 的安全系数 。



权 利 要 求

1、一种免拆保温装饰模板，包括有装饰模板 （10 ) ，墙体模板 （30 ) ，其特

征在于装饰模板 （10) 和墙体模板 （30) 之间设有分隔模板 （20 ) ，装饰模板 （10)

和分隔模板 （20) 之 间设有若干根保温层连接杆 （40) ，形成保温浇注层 （60) ；

分隔模板 （20 ) 和墙体模板 （30) 之间设有若干根钢筋砼层连接杆 （50) ，形

成钢筋砼浇注层 （70) 。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免拆保温装饰模板 ，其特征在于装饰模板

( 10) 的背面设有若干与保温层连接杆 （40) 装饰模板 （10) 端对应的装饰模

板螺柱 （11) 。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一种免拆保温装饰模板 ，其特征在于装饰模板

( 10) 四边设有榫槽 （12) 。

4、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 的一种免拆保温装饰模板 ，其特征在于装饰模板

( 10) 可 由外装饰模板 （14) 、榫边龙骨板 （16) 和槽边龙骨板 （17) 三块板

组成 ；榫边龙骨板 （16) 和槽边龙骨板 （17) 分别设在外装饰模板 （14) 背面

垂直的左右两边 ，装饰模板 （10) 上下两边设有 的榫槽 （12) 设在榫边龙骨板

( 16) 和槽边龙骨板 （17) 的上下两端 ，装饰模板 （10) 垂直两边设有 的榫槽

( 12) 分别设在榫边龙骨板 （16) 和槽边龙骨板 （17) 外露 的垂直边 ；外装饰

模板 （14) 四边无需榫槽定位 ，外装饰模板 （14) 连接在榫边龙骨板 （16) 和

槽边龙骨板 （17 ) 上 ，靠榫边龙骨板 （16) 和槽边龙骨板 （17) 上的榫槽 （12)

互相定位连接 。

5、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一种免拆保温装饰模板 ，其特征在于分隔模板

(20 ) 设有若干与保温层连接杆 （40) 分隔模板 （20) 端对应 的分隔模板通孔



(21 ) 。

6、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一种免拆保温装饰模板 ，其特征在于分隔模板 (20)

四边设有榫槽 （22) 。

7、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 的一种免拆保温装饰模板 ，其特征在于分隔模板 (20)

由主分隔模板 （23 ) 、榫边龙骨板 （24) 、槽边龙骨板 （25 ) 三块板组成 ；榫

边龙骨板 （24) 和槽边龙骨板 （25 ) 分别设在主分隔模板 （23 ) 同一面垂直 的

左右两边 ，分隔模板 （20) 上下两边设有 的榫槽 （22) 设在榫边龙骨板 （24)

和槽边龙骨板 （25 ) 的上下两端 ，分隔模板 （20) 垂直两边设有的榫槽 （22)

分别设在榫边龙骨板 （24) 、槽边龙骨板 （25 ) 外露的垂直边 ；主分隔模板 （23 )

四边无需榫槽定位 ，主分隔模板 （23 ) 连接在榫边龙骨板 （24) 和槽边龙骨板

(25 ) 上 ，靠榫边龙骨板 （24) 和槽边龙骨板 （25 ) 上 的榫槽 （22) 互相定位

连接 。

8、根据权利要求 1、2、 5 所述的一种免拆保温装饰模板 ，其特征在于保温

层连接杆 （40) 装饰模板 （10) 端设有与装饰模板螺柱 （11) 对应 的装饰模板

内螺紋 （4 1 ) 、分隔模板 （20) 端设有与分隔模板通孔 （21 ) 对应 的分隔模板

内螺纹 （42 ) ；钢筋砼层连接杆 （50) 由内杆 （5 1 ) 和 套在 内杆 （51) 外面 的

套管 （52 ) 组成 ；内杆 （5 1 ) 分 隔模板 （20) 端设有与保温层连接杆 （40) 上

的分隔模板 内螺纹 （42 ) 对应的分隔模板螺柱 （53 ) ，分隔模板螺柱 （53 ) 的

底部设有 限位 台阶 （56 ) ，分隔模板螺柱 （53 ) 穿过分隔模板通孔 （21 ) 拧入

保温层连接杆 （40 ) 上 的分隔模板 内螺纹 （42 ) ，限位 台阶 （56) 压紧分隔模

板 （20)，对分隔模板 （20) 进行 固定；套管 （52) 分隔模板 （20) 端 内壁与 内

杆 （5 1 ) 紧密结合 ，内杆 （51 ) 墙体模板 （30) 端设有墙体模板 内螺纹 （54) ；



套管 （52) 墙体模板 （30) 端和 内杆 （5 1 ) 分 隔模板螺柱 （53 ) 底部设有 的限

位 台阶 （56) 分别顶住墙体模板 （30) 和分隔模板 （20)，保证钢筋砼浇注层 （70)

的厚度精确 ，可拆卸双头螺柱 （80 ) —端穿过墙体模板 （30) 上 的通孔 （34 )

和套管 （52 ) 拧入 内杆 （5 1 ) 上 的墙体模板 内螺紋 （54) ，锁紧可拆卸双头螺

柱 （80) 另一端的螺母 （8 1 ) 压紧垫圈 （82) 和墙体模板 （30) ，对墙体模板 （30)

进行固定。

9、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的一种免拆保温装饰模板 ，其特征在于 内杆 （51)

的限位 台阶 （56) 与墙体模板 内螺纹 （54) 之 间设有钢筋砼预埋杆 （57) ，套

管 （52) 只套在 内杆 （5 1 ) 的墙体模板 内螺紋 （54) 端 的外部 ，钢筋砼预埋杆

(57) 露在钢筋砼浇注层 （70) 内与钢筋 紧密结合。

10、根据权利要求 1、5、8 所述的一种免拆保温装饰模板 ，其特征在于部

分分隔模板 （20) 的分隔模板通孔 （21 ) 处保温层连接杆 （40) ) 上 的分隔模

板 内螺纹 （42) 不需要安装钢筋砼层连接杆 （50) 与墙体模板 （30) 连接 ，直

接安装钢筋砼层预埋螺杆 （90)，钢筋砼层预埋螺杆 （90) 分隔模板 （20) 端上

的螺柱 （9 1 ) 穿过分隔模板通孔 （21 ) 拧入保温层连接杆 （40) 上的分隔模板

内螺纹 （42 ) ，锁紧钢筋砼层预埋螺杆 （90) 上钢筋砼浇注层 （70) 内的螺母

(92 ) 压紧分隔模板 （20)，对分隔模板 （20) 进行固定 ；钢筋砼层预埋螺杆 （90)

上的悬在钢筋砼浇注层 （70) 内的部分在墙体模板 （30) 端弯个角度 （95)，保

证预埋的牢固度 。

11、一种免拆保温装饰模板的安装方法 ，其特征在于首先将保温层连接杆

(40) 上 的装饰模板 内螺纹 （41 ) 拧紧在装饰模板 （10) 背面 的装饰模板螺柱

( 11) 上 ；再安装分隔模板 （20)，让分隔模板 （20) 上的分隔模板通孔 (21 )



与保温层连接杆 （40 ) 与分隔模板通孔 （21 ) 对应 的分隔模板 内螺纹 （42 ) 对

齐；安装钢筋砼层连接杆 （50) ，钢筋砼层连接杆 （50) 上的分隔模板螺杆 （53 )

穿过分隔模板通孔 （21 ) 拧入保温层连接杆 （40) 上的分隔模板 内螺纹 （42) ，

压紧分隔模板 （20)，对分隔模板 （20) 进行 固定；部分分隔模板 （20) 的分隔

模板通孔 （21 ) 处保温层连接杆 （40 ) ) 上 的分隔模板 内螺纹 （42) 不需要安

装钢筋砼层连接杆 （50) 与墙体模板 （30) 连接 ，直接安装钢筋砼层预埋螺杆

(90) , 钢筋砼层预埋螺杆 （90) 分隔模板 （20) 端上 的螺柱 （91 ) 穿过分隔模

板通孔 （21 ) 拧入保温层连接杆 （40) 上 的分隔模板 内螺紋 （42) ，锁紧钢筋

砼层预埋螺杆 （90) 上钢筋砼浇注层 （70) 内的螺母 （92) 压紧分隔模板 （20)，

对分隔模板 （20) 进行 固定 ；钢筋砼层预埋螺杆 （90) 上 的悬在钢筋砼浇注层

(70) 内的部分在墙体模板 （30) 端弯个角度 （95 ) ，保证预埋 的牢固度 ；装饰

模板 （10) 和分隔模板 （20) 通过保温层连接杆 （40) 固定连接后 ，形成一个

带有保温浇注层 （60) 的保温墙体外壳砌块 ；按施工 图纸，利用装饰模板 （10)

四边设有榫槽 （12) 和分隔模板 （20) 四边设有榫槽 （22) 砌筑保温墙体外壳

砌块，形成保温墙体外壳 ；向保温浇注层 （60) 浇注保温材料 ，形成保温墙体 ；

按施工图纸绑扎钢筋 ；以整个保温墙体作为免拆模板 ，在保温墙体上的钢筋砼

层连接杆 （50) 的墙体模板 （30) 端安装墙体模板 （30); 套管 （52) 墙体模板

( 30) 端和 内杆 （5 1 ) 分 隔模板螺柱 （53 ) 底部设有 的限位 台阶 （56) 分别顶

住墙体模板 （30) 和分隔模板 （20)，保证钢筋砼浇注层 （70) 的厚度精确 ，可

拆卸双头螺柱 （80) —端 穿过墙体模板 （30) 上的通孔 （34) 和套管 （52 ) 拧

入 内杆 （51 ) 上 的墙体模板 内螺紋 （54 ) ，锁紧可拆卸双头螺柱 （80) 另一端

的螺母 （81 ) 压紧垫圈 （82) 和墙体模板 （30)，对墙体模板 （30) 进行固定 ;



把绑扎好 的钢筋封 闭在形成 的钢筋砼浇注层 （70) 内； 向钢筋砼浇注层 （70)

浇注商砼 ，砼凝 固并完成养护后 ，拆 除可拆 卸双头螺柱 （80 ) 以及其他辅助材

料 ，完成整个保温承重墙体 的施工 。

12、一种 免拆保温 装饰模板 的安装方法 ，其特 征在 于装饰模板 （10) 背面

的装饰模板 螺柱 （11) 为 穿过装饰模板 （10) 固定装饰模 板 （10) 的固定螺钉

( 112) 上 的螺柱 ；完成整个保温承重墙体 的施工后 ，拧下装饰模板 （10) 表面

上的固定螺钉 （112) ，再用横梁 固定螺钉 （113 ) 把 挂接外挂装饰板 （110) 用横

梁 ( 111) 固定在装饰模板 ( 10) 上 ；外挂装饰板 ( 110) 利用其背面 的挂件 ( 114)

挂在横梁 （111)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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