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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保温外墙一体板安装装置

(57)摘要

本申请涉及安装装置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

保温外墙一体板安装装置。本申请，包括保温板、

墙体，所述墙体的表面开设有装配结构，所述装

配结构包括若干膨胀螺丝，所述膨胀螺丝与墙体

过盈连接，所述膨胀螺丝的内壁螺纹连接有螺

栓，所述螺栓滑动连接有L形板，所述L形板上靠

近螺栓的位置开设有预留孔，所述保温板靠近L

形板位置开设有定位槽，所述定位槽尺寸与L形

板相适配，所述L形板的短臂端滑动连接有固定

杆，所述固定杆与保温板螺纹连接，所述保温板

与L形板借助固定杆固定连接，所述保温板两侧

分别固定连接有辅助板，所述保温板另外两侧预

留板长与辅助板尺寸相吻合，解决了现有技术中

存在保温外墙一体板的安装过于繁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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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保温外墙一体板安装装置，包括保温板(1)、墙体(2)，其特征在于：所述墙体(2)

的表面开设有装配结构(3)，所述装配结构(3)包括若干膨胀螺丝(31)，所述膨胀螺丝(31)

与墙体(2)过盈连接，所述膨胀螺丝(31)的内壁螺纹连接有螺栓(32)，所述螺栓(32)滑动连

接有L形板(33)，所述L形板(33)上靠近螺栓(32)的位置开设有预留孔(36)，所述保温板(1)

靠近L形板(33)位置开设有定位槽(34)，所述定位槽(34)尺寸与L形板(33)相适配，所述L形

板(33)的短臂端滑动连接有固定杆(35)，所述固定杆(35)与保温板(1)螺纹连接，所述保温

板(1)与L形板(33)借助固定杆(35)固定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保温外墙一体板安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温板(1)

两侧分别固定连接有辅助板(37)，所述保温板(1)另外两侧预留板长与辅助板(37)尺寸相

吻合。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保温外墙一体板安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墙体(2)的

表面固定连接有限位架(38)，所述限位架(38)对应保温板(1)的位置开设有固定槽(39)，所

述限位架(38)的截面呈L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保温外墙一体板安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温板(1)

的表面设有清屑结构(4)，所述清屑结构(4)包括有毛刷(41)，所述毛刷(41)的一端与保温

板(1)滑动连接，所述毛刷(41)的一端卡接有L形架(42)，所述L形架(42)的一端固定连接有

活动板(43)。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保温外墙一体板安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动板(43)

的一侧转动连接有转动杆(44)，所述转动杆(44)的圆弧面固定连接有定位环(45)，所述定

位环(45)的表面螺纹连接有压杆(46)，所述转动杆(44)远离定位环(45)的一端固定连接有

握把(47)。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保温外墙一体板安装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动板(43)

的表面固定连接有定位架(49)，所述定位架(49)的圆弧面滑动连接有挂绳(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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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保温外墙一体板安装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安装装置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保温外墙一体板安装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保温外墙一体板是由保温板、固定装置构成的，用来安装在墙体上使室内保温效

果提升，在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

[0003] 现有技术中是直接安装墙板来保护墙体，但是在夏天或者冬天温度过高或过低时

室内的温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跟着变化，从而居住环境舒适度降低。

[0004] 为了解决室内温度因为季节原因过高或过低影响舒适度的问题，现有技术是采用

安装保温外墙一体板进行处理，但是传统的保温外墙一体板的安装是直接在板材侧面加设

固定结构，但是固定结构会占据一定位置，使其板材之间空隙变大，进而导致工人安装号保

温外墙一体板后还需要对板材之间的空隙涂抹胶水填充，使得工人的工作量大幅提升，且

安装过程较为繁琐。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申请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保温外墙一体板的安装过于繁琐的缺

点，而提出的一种保温外墙一体板安装装置。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申请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包括保温板、墙体，所述墙体的

表面开设有装配结构，所述装配结构包括若干膨胀螺丝，所述膨胀螺丝与墙体过盈连接，所

述膨胀螺丝的内壁螺纹连接有螺栓，所述螺栓滑动连接有L形板，所述L形板上靠近螺栓的

位置开设有预留孔，所述保温板靠近L形板位置开设有定位槽，所述定位槽尺寸与L形板相

适配，所述L形板的短臂端滑动连接有固定杆，所述固定杆与保温板螺纹连接，所述保温板

与L形板借助固定杆固定连接。

[0007] 上述部件所达到的效果为：使其保温一体板在安装时可以将装配零件嵌入保温板

内，进而安装后没有缝隙，使其更加美观。

[0008] 优选的，所述保温板两侧分别固定连接有辅助板，所述保温板另外两侧预留板长

与辅助板尺寸相吻合。

[0009] 上述部件所达到的效果为：使其板材之间可以互相卡接，进一步实现无缝安装工

作。

[0010] 优选的，所述墙体的表面固定连接有限位架，所述限位架对应保温板的位置开设

有固定槽，所述限位架的截面呈L形。

[0011] 上述部件所达到的效果为：使其安装好的保温外墙一体板的边缘被限位架固定，

使其安装得更加牢固。

[0012] 优选的，所述保温板的表面设有清屑结构，所述清屑结构包括有毛刷，所述毛刷的

一端与保温板滑动连接，所述毛刷的一端卡接有L形架，所述L形架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活动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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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上述部件所达到的效果为：其清屑结构可以对工人安装时打孔产生的废屑进行清

理工作。

[0014] 优选的，所述活动板的一侧转动连接有转动杆，所述转动杆的圆弧面固定连接有

定位环，所述定位环的表面螺纹连接有压杆，所述转动杆远离定位环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握

把。

[0015] 上述部件所达到的效果为：使其工人在清理废屑时更加便捷，且可以调整握把的

角度进行不同方向的清洁工作。

[0016] 优选的，所述活动板的表面固定连接有定位架，所述定位架的圆弧面滑动连接有

挂绳。

[0017] 上述部件所达到的效果为：使其清屑工具可以在不用的时候挂在身上，方便工人

携带。

[0018] 综上所述，本申请的有益效果为：

[0019] 本申请中，当工人需要安装保温外墙一体板时，先将所需要的全部膨胀螺丝固定

在墙体合适位置，依次将L形板的预留孔对准然后转动螺栓将其L形板固定在墙体上，利用

胶水将限位架固定在墙体边缘用于固定保温板，当L形板和限位架固定好后再将保温板上

的辅助板对准限位架合适位置插入，然后将保温板按压在L形板上，依次转动固定杆，使其

保温板与L形板固定即可，然后将剩余保温板辅助板对应已经固定好的保温板边缘插入，在

重复与L形板的固定即可，通过设置装配结构使其保温外墙一体板的安装不会留下缝隙，安

装简洁方便，大幅提高安装效率。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申请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申请图1拆解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申请装配结构拆解示意图；

[0023] 图4为本申请图3拆解结构放大示意图；

[0024] 图5为本申请清屑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例说明：1、保温板；2、墙体；3、装配结构；31、膨胀螺丝；32、螺栓；33、L形板；34、

定位槽；35、固定杆；36、预留孔；37、辅助板；38、限位架；39、固定槽；4、清屑结构；41、毛刷；

42、L形架；43、活动板；44、转动杆；45、定位环；46、压杆；47、握把；48、挂绳；49、定位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参照图1所示，本申请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保温外墙一体板安装装置，包括保

温板1、墙体2，墙体2的表面开设有装配结构3，保温板1的表面设有清屑结构4。

[0027] 下面具体说一下其装配结构3和清屑结构4的具体设置和作用。

[0028] 参照图2、图3和图4所示，本实施方案中：装配结构3包括若干膨胀螺丝31，膨胀螺

丝31与墙体2过盈连接，膨胀螺丝31的内壁螺纹连接有螺栓32，螺栓32滑动连接有L形板33，

L形板33上靠近螺栓32的位置开设有预留孔36，保温板1靠近L形板33位置开设有定位槽34，

定位槽34尺寸与L形板33相适配，L形板33的短臂端滑动连接有固定杆35，固定杆35与保温

板1螺纹连接，保温板1与L形板33借助固定杆35固定连接，保温板1两侧分别固定连接有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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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板37，保温板1另外两侧预留板长与辅助板37尺寸相吻合，墙体2的表面固定连接有限位

架38，限位架38对应保温板1的位置开设有固定槽39，限位架38的截面呈L形。

[0029] 参照图5所示，本实施方案中：清屑结构4包括有毛刷41，毛刷41的一端与保温板1

滑动连接，毛刷41的一端卡接有L形架42，L形架42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活动板43，活动板43的

一侧转动连接有转动杆44，转动杆44的圆弧面固定连接有定位环45，定位环45的表面螺纹

连接有压杆46，转动杆44远离定位环45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握把47，活动板43的表面固定连

接有定位架49，定位架49的圆弧面滑动连接有挂绳48。

[0030] 工作原理，当工人需要安装保温外墙一体板时，先将所需要的全部膨胀螺丝31固

定在墙体2合适位置，依次将L形板33的预留孔36对准然后转动螺栓32将其L形板33固定在

墙体2上，利用胶水将限位架38固定在墙体2边缘用于固定保温板1，当L形板33和限位架38

固定好后再将保温板1上的辅助板37对准限位架38合适位置插入，然后将保温板1按压在L

形板33上，依次转动固定杆35，使其保温板1与L形板33固定即可，然后将剩余保温板1辅助

板37对应已经固定号的保温板1边缘插入，在重复与L形板33的固定即可，通过设置装配结

构3使其保温外墙一体板的安装不会留下缝隙，安装简洁方便，大幅提高安装效率。

[0031] 在对保温外墙一体板进行安装时，需要进行大量的打孔工作，来用于将膨胀螺丝

31固定，但是在打孔时墙体2的废屑会飞出，使得保温外墙一体板的表面附着大量废屑影响

工人后续工作，转动压杆46使其对定位环45的固定松动然后将握把47转到合适的角度，再

相反方向转动压杆46将其固定，然后用毛刷41对保温外墙一体板有废屑的部分进行清洁工

作，再清洁完成不用的时候可以将挂绳48挂在肩部使其清洁装置在不用的时候也不会影响

安装工作，通过设置清屑结构4，可以使保温外墙一体板的表面不会残留废屑。

[0032]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

装”、“相连”、“连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

连接；可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

可以是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通过具体情况理解上

述术语在本实用新型中的具体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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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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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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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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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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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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