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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内嵌式轻质墙板钢结构建筑构造，包括

内墙墙板构造、钢梁节点构造、角柱节点构造、平

柱节点构造和墙板拼接缝构造；所述内墙墙板构

造之内墙钢梁凹槽填充墙、钢梁节点构造之外墙

钢梁凹槽填充墙的表面以及钢结构角柱、钢结构

平柱与轻质墙板接缝、轻质墙板相互之间的接缝

处铺设玻纤网格布，轻质墙板外墙面从里至外依

次涂覆的第三防水层、专用界面剂、墙面找平层、

第二防水层、钢丝网和第一防水层，钢丝网铺设

在第二防水层内与第二防水层结合构成外墙防

水抗裂层，玻纤网格布与第三防水层结合构成内

墙钢梁凹槽填充墙防水抗裂层。该建筑构造具有

良好的抗裂防水防渗性能，构造设计科学，结构

简单，施工方法简易，操作简单，材料易于购买，

便于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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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内嵌式轻质墙板钢结构建筑构造，包括内墙墙板构造、钢梁节点构造、角柱节点

构造、平柱节点构造和墙板拼接缝构造；其特征在于：

所述内墙墙板构造包括内墙钢梁凹槽填充墙和位于其下部的内墙轻质墙板的两侧面

构造，所述内墙钢梁凹槽填充墙和其下部内墙轻质墙板的两侧面构造相同，内墙钢梁凹槽

填充墙的表面铺设玻纤网格布（4），该玻纤网格布延伸覆盖到下部的内墙轻质墙板的部分

墙表面，内墙钢梁凹槽填充墙以及其下部内墙轻质墙板的墙表面涂覆墙面找平层（6），内墙

钢梁凹槽填充墙墙面的玻纤网格布与墙面找平层（6）结合构成内墙整体抗裂层；

所述钢梁节点构造包括外墙钢梁凹槽填充墙和位于其下部的外墙轻质墙板的两侧面

构造：

所述外墙钢梁凹槽填充墙内侧的墙面铺设玻纤网格布（4），该玻纤网格布延伸覆盖到

下部的轻质墙板的部分墙表面，外墙钢梁凹槽填充墙以及其下部的外墙轻质墙板的墙表面

涂覆墙面找平层（6），外墙钢梁凹槽填充墙墙面的玻纤网格布与墙面找平层（6）结合构成外

墙内侧整体抗裂层；

所述外墙钢梁凹槽填充墙外侧的表面铺设玻纤网格布（4），该玻纤网格布延伸覆盖到

下部的外墙轻质墙板的部分墙表面，外墙钢梁凹槽填充墙以及其下部的轻质墙板的墙表面

涂覆外墙整体防水防裂构造层，所述外墙整体防水防裂构造层包括从里至外依次涂覆的第

三防水层（3）、专用界面剂（5）、墙面找平层（6）、第二防水层（7）、钢丝网（8）和第一防水层

（14），所述玻纤网格布与第三防水层结合构成外墙钢梁凹槽填充墙防水抗裂层，所述钢丝

网铺设在第二防水层内与第二防水层结合构成外墙防水抗裂层；

所述角柱节点构造包括外墙转角处的钢结构角柱和与其连接的轻质墙板的内外侧构

造以及钢结构角柱与轻质墙板连接的构造：

所述钢结构角柱与轻质墙板连接的构造包括安装在钢结构角柱与轻质墙板的接缝内

的海绵板（10）和PE棒（11），所述海绵板安装在接缝的中间作为钢结构角柱与轻质墙板的柔

性连接，所述PE棒分别安装在接缝内外侧的缝口处，PE棒与海绵板之间的缝隙填充聚氨酯

泡沫填缝剂（13），  PE棒与钢结构角柱或轻质墙板之间外露的缝隙涂覆耐候密封胶（12）；

所述钢结构角柱内侧表面铺设玻纤网格布（4），该玻纤网格布延伸覆盖到与钢结构角

柱连接的部分轻质墙板表面并将钢结构角柱与轻质墙板的接缝口覆盖，所述钢结构角柱内

侧以及与其连接的轻质墙板的内侧墙表面涂覆墙面找平层（6），钢结构角柱内侧表面的玻

纤网格布与墙面找平层结合构成钢结构角柱内侧接缝抗裂层；

所述钢结构角柱外侧的表面涂覆有防火砂浆层（9），钢结构角柱外侧与轻质墙板的接

缝口处铺设玻纤网格布（4），该玻纤网格布将接缝口以及接缝口两边的部分钢结构角柱上

的防火砂浆层和部分轻质墙板的表面覆盖，玻纤网格布和防火砂浆层以及与钢结构角柱连

接的轻质墙板的外表面涂覆外墙整体防水防裂构造层，所述外墙整体防水防裂构造层包括

从里至外依次涂覆的第三防水层（3）、专用界面剂（5）、墙面找平层（6）、第二防水层（7）、钢

丝网（8）和第一防水层（14），所述玻纤网格布与第三防水层结合构成钢结构角柱外侧接缝

防水抗裂层，所述钢丝网铺设在第二防水层内与第二防水层结合构成钢结构角柱外墙防水

抗裂层；

所述平柱节点构造包括处在同一面墙的钢结构平柱和与其连接的轻质墙板内外侧构

造以及钢结构平柱与轻质墙板连接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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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钢结构平柱与轻质墙板连接的构造包括安装在钢结构平柱与轻质墙板的接缝内

的海绵板（10）和PE棒（11），所述海绵板安装在接缝的中间作为钢结构平柱与轻质墙板的柔

性连接，所述PE棒分别安装在接缝内外侧的缝口处，PE棒与海绵板之间的缝隙填充聚氨酯

泡沫填缝剂（13），  PE棒与钢结构平柱或轻质墙板之间外露的缝隙涂覆耐候密封胶（12）；

所述钢结构平柱内侧表面涂覆有防火砂浆层（9），钢结构平柱内侧与轻质墙板的接缝

口处铺设玻纤网格布（4），该玻纤网格布将接缝口以及接缝口两边的部分钢结构平柱上的

防火砂浆层和部分轻质墙板表面覆盖，玻纤网格布和防火砂浆层以及与钢结构平柱连接的

轻质墙板的外表面涂覆墙面找平层（6），所述玻纤网格布与墙面找平层结合构成钢结构平

柱内侧接缝抗裂层；

所述钢结构平柱外侧表面涂覆有防火砂浆层（9），钢结构平柱外侧与轻质墙板的接缝

口处铺设玻纤网格布（4），该玻纤网格布将接缝口以及接缝口两边的部分钢结构平柱上的

防火砂浆层和部分轻质墙板表面覆盖，玻纤网格布和防火砂浆层以及与钢结构平柱连接的

轻质墙板外侧墙表面涂覆外墙整体防水防裂构造层，所述外墙整体防水防裂构造层包括从

里至外依次涂覆的第三防水层（3）、专用界面剂（5）、墙面找平层（6）、第二防水层（7）、钢丝

网（8）和第一防水层（14），所述玻纤网格布与第三防水层结合构成钢结构平柱外侧接缝防

水抗裂层，所述钢丝网铺设在第二防水层与第二防水层结合构成钢结构平柱外墙防水抗裂

层；

所述拼接缝构造包括构成外墙之轻质墙板的内、外侧构造以及轻质墙板相互之间连接

的构造：

所述构成外墙之轻质墙板相互之间连接的构造，包括安装在拼接缝内外侧缝口处的PE

棒（11），PE棒与轻质墙板之间外露的缝隙涂覆耐候密封胶（12）；

所述构成外墙之轻质墙板内侧面的接缝处铺设玻纤网格布（4），该玻纤网格布将接缝

以及接缝两边的部分轻质墙板覆盖，玻纤网格布和轻质墙板的表面涂覆墙面找平层（6），所

述玻纤网格布与墙面找平层结合构成外墙内侧接缝抗裂层；

所述构成外墙之轻质墙板外侧面的接缝处铺设玻纤网格布（4），该玻纤网格布将接缝

以及接缝两边的部分轻质墙板覆盖，所述玻纤网格布和轻质墙板的外侧面涂覆外墙整体防

水防裂构造层，所述外墙整体防水防裂构造层包括从里至外依次涂覆的第三防水层（3）、专

用界面剂（5）、墙面找平层（6）、第二防水层（7）、钢丝网（8）和第一防水层（14），所述玻纤网

格布与第三防水层结合构成外墙外侧接缝防水抗裂层，所述钢丝网铺设在第二防水层与第

二防水层结合构成外墙外侧防水抗裂层。

2.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内嵌式轻质墙板钢结构建筑构造，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三防水层（3）和第二防水层（7）采用3厚低碱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所述第一防

水层（14）采用饰面砖或防水饰面装饰材料，所述玻纤网格布为耐碱玻纤网格布，所述墙面

找平层（6）采用11厚1：2.5水泥砂浆，所述专用界面剂（5）为胶态水泥浆界面剂，所述钢丝网

为热镀锌钢丝网。

3.如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内嵌式轻质墙板钢结构建筑构造，其特征在于：所述轻质墙板

包括轻质加气混凝土板、轻集料混凝土条板、玻纤增强水泥条板、硅镁加气水泥条板、或石

材发泡轻质墙板；所述轻质墙板的外表面为修补面：所述修补面或为与轻质墙板成分相同

的轻质墙板修补粉、或为高强环氧树脂修补砂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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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内嵌式轻质墙板钢结构建筑构造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建筑结构，尤其涉及一种内嵌式轻质墙板钢结构建筑构造。

背景技术

[0002] 国内常见的装配式建筑用轻质墙板有蒸压轻质加气混凝土板及ALC墙板、轻集料

混凝土条板、玻纤增强水泥条板、硅镁加气水泥条板、石材发泡轻质墙板等，对轻质墙板的

基本要求如下：

[0003] （1）轻质墙板及其与结构梁、柱接缝有足够的抗裂构造；

[0004] （2）轻质墙板有可靠的防水防渗构造；

[0005] （3）墙板建筑作法采用的各种材料常规，能就近采购；

[0006] （4）构造作法简单，易于操作，能大范围推广。

[0007] 可见轻质墙板是否具备有效的防水防渗防裂构造是钢结构住宅建筑项目围护结

构施工质量的重要保证，目前用于钢结构建筑轻质墙板安装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为外挂

式（或外包式）连接，一种是内嵌式连接，存在的问题是：

[0008] 外挂式连接结构防水性能好，但相对会多占建筑用地，得房率低，另由于结构柱、

梁凸出墙面，住户的建筑体验感觉差；

[0009] 内嵌式连接相对得房率较高，而且结构柱、梁不凸出墙面，住户的建筑体验感觉

好，但由于轻质墙板内嵌于结构框架内，不可避免的存在大量与结构梁、柱的接缝，由于钢

材与轻质墙板热膨胀性能差异很大，而且钢结构建筑本身的结构体系与混凝土建筑相比要

更柔，结构层间位移控制值也较大，这些因素使得内嵌式的钢结构建筑围护墙体系在抗裂、

防水、防渗性能相对较差，目前还没有一种内嵌式轻质墙板钢结构建筑构造能满足以上所

述的能有效抗裂、防水、防渗的要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10]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内嵌式轻质墙板钢结构建筑构造，以克服已有技

术所存在的上述问题。

[0011] 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内嵌式轻质墙板钢结构建筑构造，包括内墙

墙板构造、钢梁节点构造、角柱节点构造、平柱节点构造和墙板拼接缝构造；

[0012] 所述内墙墙板构造包括内墙钢梁凹槽填充墙和位于其下部的内墙轻质墙板的两

侧面构造，所述内墙钢梁凹槽填充墙和其下部内墙轻质墙板的两侧面构造相同，内墙钢梁

凹槽填充墙的表面铺设玻纤网格布，该玻纤网格布延伸覆盖到下部的内墙轻质墙板的部分

墙表面，内墙钢梁凹槽填充墙以及其下部内墙轻质墙板的墙表面涂覆墙面找平层，内墙钢

梁凹槽填充墙墙面的玻纤网格布与墙面找平层结合构成内墙整体抗裂层；

[0013] 所述钢梁节点构造包括外墙钢梁凹槽填充墙和位于其下部的外墙轻质墙板的两

侧面构造：

[0014] 所述外墙钢梁凹槽填充墙内侧的墙面铺设玻纤网格布，该玻纤网格布延伸覆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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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部的轻质墙板的部分墙表面，外墙钢梁凹槽填充墙以及其下部的外墙轻质墙板的墙表面

涂覆墙面找平层，外墙钢梁凹槽填充墙墙面的玻纤网格布与墙面找平层结合构成外墙内侧

整体抗裂层；

[0015] 所述外墙钢梁凹槽填充墙外侧的表面铺设玻纤网格布，该玻纤网格布延伸覆盖到

下部的外墙轻质墙板的部分墙表面，外墙钢梁凹槽填充墙以及其下部的轻质墙板的墙表面

涂覆外墙整体防水防裂构造层，所述外墙整体防水防裂构造层包括从里至外依次涂覆的第

三防水层、专用界面剂、墙面找平层、第二防水层、钢丝网和第一防水层（，所述玻纤网格布

与第三防水层结合构成外墙钢梁凹槽填充墙防水抗裂层，所述钢丝网铺设在第二防水层内

与第二防水层结合构成外墙防水抗裂层；

[0016] 所述角柱节点构造包括外墙转角处的钢结构角柱和与其连接的轻质墙板的内外

侧构造以及钢结构角柱与轻质墙板连接的构造：

[0017] 所述钢结构角柱与轻质墙板连接的构造包括安装在钢结构角柱与轻质墙板的接

缝内的海绵板和PE棒，所述海绵板安装在接缝的中间作为钢结构角柱与轻质墙板的柔性连

接，所述PE棒分别安装在接缝内外侧的缝口处，PE棒与海绵板之间的缝隙填充聚氨酯泡沫

填缝剂，  PE棒与钢结构角柱或轻质墙板之间外露的缝隙涂覆耐候密封胶；

[0018] 所述钢结构角柱内侧表面铺设玻纤网格布，该玻纤网格布延伸覆盖到与钢结构角

柱连接的部分轻质墙板表面并将钢结构角柱与轻质墙板的接缝口覆盖，所述钢结构角柱内

侧以及与其连接的轻质墙板的内侧墙表面涂覆墙面找平层，钢结构角柱内侧表面的玻纤网

格布与墙面找平层结合构成钢结构角柱内侧接缝抗裂层；

[0019] 所述钢结构角柱外侧的表面涂覆有防火砂浆层，钢结构角柱外侧与轻质墙板的接

缝口处铺设玻纤网格布，该玻纤网格布将接缝口以及接缝口两边的部分钢结构角柱上的防

火砂浆层和部分轻质墙板的表面覆盖，玻纤网格布和防火砂浆层以及与钢结构角柱连接的

轻质墙板的外表面涂覆外墙整体防水防裂构造层，所述外墙整体防水防裂构造层包括从里

至外依次涂覆的第三防水层、专用界面剂、墙面找平层、第二防水层、钢丝网和第一防水层，

所述玻纤网格布与第三防水层结合构成钢结构角柱外侧接缝防水抗裂层，所述钢丝网铺设

在第二防水层内与第二防水层结合构成钢结构角柱外墙防水抗裂层；

[0020] 所述平柱节点构造包括处在同一面墙的钢结构平柱和与其连接的轻质墙板内外

侧构造以及钢结构平柱与轻质墙板连接的构造：

[0021] 所述钢结构平柱与轻质墙板连接的构造包括安装在钢结构平柱与轻质墙板的接

缝内的海绵板和PE棒，所述海绵板安装在接缝的中间作为钢结构平柱与轻质墙板的柔性连

接，所述PE棒分别安装在接缝内外侧的缝口处，PE棒与海绵板之间的缝隙填充聚氨酯泡沫

填缝剂，  PE棒与钢结构平柱或轻质墙板之间外露的缝隙涂覆耐候密封胶；

[0022] 所述钢结构平柱内侧表面涂覆有防火砂浆层，钢结构平柱内侧与轻质墙板的接缝

口处铺设玻纤网格布，该玻纤网格布将接缝口以及接缝口两边的部分钢结构平柱上的防火

砂浆层和部分轻质墙板表面覆盖，玻纤网格布和防火砂浆层以及与钢结构平柱连接的轻质

墙板的外表面涂覆墙面找平层，所述玻纤网格布与墙面找平层结合构成钢结构平柱内侧接

缝抗裂层；

[0023] 所述钢结构平柱外侧表面涂覆有防火砂浆层，钢结构平柱外侧与轻质墙板的接缝

口处铺设玻纤网格布，该玻纤网格布将接缝口以及接缝口两边的部分钢结构平柱上的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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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浆层和部分轻质墙板表面覆盖，玻纤网格布和防火砂浆层以及与钢结构平柱连接的轻质

墙板外侧墙表面涂覆外墙整体防水防裂构造层，所述外墙整体防水防裂构造层包括从里至

外依次涂覆的第三防水层、专用界面剂、墙面找平层、第二防水层、钢丝网和第一防水层，所

述玻纤网格布与第三防水层结合构成钢结构平柱外侧接缝防水抗裂层，所述钢丝网铺设在

第二防水层与第二防水层结合构成钢结构平柱外墙防水抗裂层；

[0024] 所述拼接缝构造包括构成外墙之轻质墙板的内、外侧构造以及轻质墙板相互之间

连接的构造：

[0025] 所述构成外墙之轻质墙板相互之间连接的构造，包括安装在拼接缝内外侧缝口处

的PE棒，PE棒与轻质墙板之间外露的缝隙涂覆耐候密封胶；

[0026] 所述构成外墙之轻质墙板内侧面的接缝处铺设玻纤网格布，该玻纤网格布将接缝

以及接缝两边的部分轻质墙板覆盖，玻纤网格布和轻质墙板的表面涂覆墙面找平层，所述

玻纤网格布与墙面找平层结合构成外墙内侧接缝抗裂层；

[0027] 所述构成外墙之轻质墙板外侧面的接缝处铺设玻纤网格布，该玻纤网格布将接缝

以及接缝两边的部分轻质墙板覆盖，所述玻纤网格布和轻质墙板的外侧面涂覆外墙整体防

水防裂构造层，所述外墙整体防水防裂构造层包括从里至外依次涂覆的第三防水层、专用

界面剂、墙面找平层、第二防水层、钢丝网和第一防水层，所述玻纤网格布与第三防水层结

合构成外墙外侧接缝防水抗裂层，所述钢丝网铺设在第二防水层与第二防水层结合构成外

墙外侧防水抗裂层。

[0028] 其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

[0029] 所述第三防水层和第二防水层采用3厚低碱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所述第一防水

层采用饰面砖或防水饰面装饰材料，所述玻纤网格布为耐碱玻纤网格布，所述墙面找平层

采用11厚1：2.5水泥砂浆，所述专用界面剂为胶态水泥浆界面剂，所述钢丝网为热镀锌钢丝

网。

[0030] 更进一步：

[0031] 所述轻质墙板包括轻质加气混凝土板、轻集料混凝土条板、玻纤增强水泥条板、硅

镁加气水泥条板、或石材发泡轻质墙板；所述轻质墙板的外表面为修补面：所述修补面或为

与轻质墙板成分相同的轻质墙板修补粉、或为高强环氧树脂修补砂浆。

[0032] 由于采取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之一种内嵌式轻质墙板钢结构建筑构造具有

以下有益效果：

[0033] 1.该内嵌式轻质墙板钢结构建筑构造既具有足够的抗裂构造，又有可靠的防水防

渗构造：

[0034] （1）轻质墙板与钢结构角柱、钢结构平柱的接缝处以及轻质墙板之间的拼接缝处，

铺设了延展和拉伸性能好的增强材料耐碱玻纤网格布作为最后一道防水抗渗设防，可有效

避免接缝处面层结构发生裂缝；

[0035] （2）找平层完成后外罩一层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作为外墙板外墙面第二道防水抗

渗设防，并在其内压入抗裂镀锌钢丝网，热镀锌钢丝网为金属材料，具有金属良好的拉伸延

展性，与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7结合构成防水抗裂层，既能起到增强抗断裂的作用，又能起

到防水防渗作用；

[0036] （3）外墙板外墙面的最外一层面层按建筑设计要求，选防水涂料或者瓷砖则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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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防水抗渗设防，从技术上保证了内嵌式轻质墙板用于钢结构建筑时的防水防渗性能，

而且保证全墙面的防水和抗拉抗裂能力；

[0037] （4）防水砂浆层与水泥砂浆层之间喷涂专用界面剂，可提高水泥砂浆找平层的粘

结，防止水泥砂浆找平层出现空鼓、起壳的现象；

[0038] 2．该内嵌式轻质墙板钢结构建筑构造设计科学，结构简单，所采用的材料包括：低

碱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耐碱玻纤网格布、热镀锌钢丝网、海绵板、PE棒、聚氨酯泡沫填缝剂

等均为常用材料，易于实现，施工方法操作简单，便于大范围推广。

[003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之内嵌式轻质墙板钢结构建筑构造的技术

特征作进一步的说明。

附图说明

[0040] 图1～图3为钢梁节点构造结构示意图：

[0041] 图1为竖立面（剖视）示意图（附图左边为墙外侧），图2为图1之E部放大图，图3为图

1之F部放大图；

[0042] 图4～图5为角柱节点构造结构示意图：

[0043] 图4为横断面（剖视）示意图（附图左边和下边为墙外侧），图5为图4之G部放大图；

[0044] 图6为平柱节点构造结构示意图；

[0045] 图7为内墙墙板构造结构示意图；

[0046] 图8～图9为墙板拼接缝构造结构示意图：

[0047] 图8为横断面（剖视）示意图，图9为图8之H部放大图；

[0048] 图中：

[0049] 1―轻质墙板，2―修补墙面，3―第三防水层，4―玻纤网格布，5―专用界面剂，6―

墙面找平层，7―第二防水层，8―热镀锌钢丝网，9―防火砂浆层，10―海绵板，11―PE棒，

12―耐候密封胶，13―聚氨酯泡沫填缝剂，14―第一防水层，15―勾头螺栓，16―拉结钢筋，

17―轻质墙板管卡；

[0050] A―混凝土楼面板，B―钢梁，C1―钢结构角柱，C2―钢结构平柱，D―加气混凝土砌

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51] 一种内嵌式轻质墙板钢结构建筑构造，包括内墙墙板构造、钢梁节点构造、角柱节

点构造、平柱节点构造和墙板拼接缝构造；

[0052] 所述内墙墙板构造（参见附图7）包括内墙钢梁凹槽填充墙和位于其下部的内墙轻

质墙板的两侧面构造，所述内墙钢梁凹槽填充墙和其下部内墙轻质墙板的两侧面构造相

同，内墙钢梁凹槽填充墙的表面铺设玻纤网格布4，该玻纤网格布延伸覆盖到下部的内墙轻

质墙板的部分墙表面，内墙钢梁凹槽填充墙以及其下部内墙轻质墙板的墙表面涂覆墙面找

平层6，内墙钢梁凹槽填充墙墙面的玻纤网格布与墙面找平层6结合构成内墙整体抗裂层；

[0053] 所述钢梁节点构造（参见附图1～附图3）包括外墙钢梁凹槽填充墙和位于其下部

的外墙轻质墙板的两侧面构造：

[0054] 所述外墙钢梁凹槽填充墙内侧的墙面铺设玻纤网格布4，该玻纤网格布延伸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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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下部的轻质墙板的部分墙表面，外墙钢梁凹槽填充墙以及其下部的外墙轻质墙板的墙表

面涂覆墙面找平层6，外墙钢梁凹槽填充墙墙面的玻纤网格布与墙面找平层6结合构成外墙

内侧整体抗裂层；

[0055] 所述外墙钢梁凹槽填充墙外侧的表面铺设玻纤网格布4，该玻纤网格布延伸覆盖

到下部的外墙轻质墙板的部分墙表面，外墙钢梁凹槽填充墙以及其下部的轻质墙板的墙表

面涂覆外墙整体防水防裂构造层，所述外墙整体防水防裂构造层包括从里至外依次涂覆的

第三防水层3、专用界面剂5、墙面找平层6、第二防水层7、钢丝网8和第一防水层14，所述玻

纤网格布与第三防水层结合构成外墙钢梁凹槽填充墙防水抗裂层，所述钢丝网铺设在第二

防水层内与第二防水层结合构成外墙防水抗裂层；

[0056] 所述角柱节点构造（参见附图4～附图5）包括外墙转角处的钢结构角柱和与其连

接的轻质墙板的内外侧构造以及钢结构角柱与轻质墙板连接的构造：

[0057] 所述钢结构角柱与轻质墙板连接的构造包括安装在钢结构角柱与轻质墙板的接

缝内的海绵板10和PE棒11，所述海绵板安装在接缝的中间作为钢结构角柱与轻质墙板的柔

性连接，所述PE棒分别安装在接缝内外侧的缝口处，PE棒与海绵板之间的缝隙填充聚氨酯

泡沫填缝剂13，  PE棒与钢结构角柱或轻质墙板之间外露的缝隙涂覆耐候密封胶12；

[0058] 所述钢结构角柱内侧表面铺设玻纤网格布4，该玻纤网格布延伸覆盖到与钢结构

角柱连接的部分轻质墙板表面并将钢结构角柱与轻质墙板的接缝口覆盖，所述钢结构角柱

内侧以及与其连接的轻质墙板的内侧墙表面涂覆墙面找平层6，钢结构角柱内侧表面的玻

纤网格布与墙面找平层结合构成钢结构角柱内侧接缝抗裂层；

[0059] 所述钢结构角柱外侧的表面涂覆有防火砂浆层9，钢结构角柱外侧与轻质墙板的

接缝口处铺设玻纤网格布4，该玻纤网格布将接缝口以及接缝口两边的部分钢结构角柱上

的防火砂浆层和部分轻质墙板的表面覆盖，玻纤网格布和防火砂浆层以及与钢结构角柱连

接的轻质墙板的外表面涂覆外墙整体防水防裂构造层，所述外墙整体防水防裂构造层包括

从里至外依次涂覆的第三防水层3、专用界面剂5、墙面找平层6、第二防水层7、钢丝网8和第

一防水层14，所述玻纤网格布与第三防水层结合构成钢结构角柱外侧接缝防水抗裂层，所

述钢丝网铺设在第二防水层内与第二防水层结合构成钢结构角柱外墙防水抗裂层；

[0060] 所述平柱节点构造（参见附图6）包括处在同一面墙的钢结构平柱和与其连接的轻

质墙板内外侧构造以及钢结构平柱与轻质墙板连接的构造：

[0061] 所述钢结构平柱与轻质墙板连接的构造包括安装在钢结构平柱与轻质墙板的接

缝内的海绵板10和PE棒11，所述海绵板安装在接缝的中间作为钢结构平柱与轻质墙板的柔

性连接，所述PE棒分别安装在接缝内外侧的缝口处，PE棒与海绵板之间的缝隙填充聚氨酯

泡沫填缝剂13，  PE棒与钢结构平柱或轻质墙板之间外露的缝隙涂覆耐候密封胶12；

[0062] 所述钢结构平柱内侧表面涂覆有防火砂浆层9，钢结构平柱内侧与轻质墙板的接

缝口处铺设玻纤网格布4，该玻纤网格布将接缝口以及接缝口两边的部分钢结构平柱上的

防火砂浆层和部分轻质墙板表面覆盖，玻纤网格布和防火砂浆层以及与钢结构平柱连接的

轻质墙板的外表面涂覆墙面找平层6，所述玻纤网格布与墙面找平层结合构成钢结构平柱

内侧接缝抗裂层；

[0063] 所述钢结构平柱外侧表面涂覆有防火砂浆层9，钢结构平柱外侧与轻质墙板的接

缝口处铺设玻纤网格布4，该玻纤网格布将接缝口以及接缝口两边的部分钢结构平柱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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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砂浆层和部分轻质墙板表面覆盖，玻纤网格布和防火砂浆层以及与钢结构平柱连接的

轻质墙板外侧墙表面涂覆外墙整体防水防裂构造层，所述外墙整体防水防裂构造层包括从

里至外依次涂覆的第三防水层3、专用界面剂5、墙面找平层6、第二防水层7、钢丝网8和第一

防水层14，所述玻纤网格布与第三防水层结合构成钢结构平柱外侧接缝防水抗裂层，所述

钢丝网铺设在第二防水层与第二防水层结合构成钢结构平柱外墙防水抗裂层；

[0064] 所述拼接缝构造（参见附图8～附图9）包括构成外墙之轻质墙板的内、外侧构造以

及轻质墙板相互之间连接的构造：

[0065] 所述构成外墙之轻质墙板相互之间连接的构造，包括安装在拼接缝内外侧缝口处

的PE棒11，PE棒与轻质墙板之间外露的缝隙涂覆耐候密封胶12；

[0066] 所述构成外墙之轻质墙板内侧面的接缝处铺设玻纤网格布4，该玻纤网格布将接

缝以及接缝两边的部分轻质墙板覆盖，玻纤网格布和轻质墙板的表面涂覆墙面找平层6，所

述玻纤网格布与墙面找平层结合构成外墙内侧接缝抗裂层；

[0067] 所述构成外墙之轻质墙板外侧面的接缝处铺设玻纤网格布4，该玻纤网格布将接

缝以及接缝两边的部分轻质墙板覆盖，所述玻纤网格布和轻质墙板的外侧面涂覆外墙整体

防水防裂构造层，所述外墙整体防水防裂构造层包括从里至外依次涂覆的第三防水层3、专

用界面剂5、墙面找平层6、第二防水层7、钢丝网8和第一防水层14，所述玻纤网格布与第三

防水层结合构成外墙外侧接缝防水抗裂层，所述钢丝网铺设在第二防水层与第二防水层结

合构成外墙外侧防水抗裂层。

[0068] 所述第三防水层3和第二防水层7采用3厚低碱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所述第一防

水层14采用饰面砖或防水饰面装饰材料，所述玻纤网格布为耐碱玻纤网格布，所述墙面找

平层6采用11厚1：2.5水泥砂浆，所述专用界面剂5为胶态水泥浆界面剂，所述钢丝网为热镀

锌钢丝网。

[0069] 所述轻质墙板包括轻质加气混凝土板、轻集料混凝土条板、玻纤增强水泥条板、硅

镁加气水泥条板、或石材发泡轻质墙板；所述轻质墙板的外表面为修补面：所述修补面或为

与轻质墙板成分相同的轻质墙板修补粉、或为高强环氧树脂修补砂浆。

[0070] 注：

[0071] 1．所述内墙钢梁凹槽填充墙为架在内墙上用于承托混凝土楼面板的钢梁的内外

侧所嵌砌的加气混凝土砌块所构成的墙体，该内墙钢梁凹槽填充墙的下部连接内嵌轻质墙

板内墙；

[0072] 2．所述外墙钢梁凹槽填充墙为架在外墙上用于承托混凝土楼面板的钢梁的内外

侧所嵌砌的加气混凝土砌块所构成的墙体，该外墙钢梁凹槽填充墙的下部为内嵌轻质墙板

外墙，所述外墙钢梁凹槽填充墙的外侧构造包括钢梁结构墙和其承托的混凝土楼面板的外

侧面构造。

[0073] 3．所述“3厚低碱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层”，“11厚1：2.5水泥砂浆”为专业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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