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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预制防火保温隔墙板及

其装配方法，包括外侧防火墙板和内侧保温隔热

墙板，外侧防火墙板主要材料为高强发泡特种水

泥及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内侧保温隔热墙采用

石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外侧防火墙板和

内侧保温隔热墙板之间通过自攻螺钉和专用粘

结剂进行连接。通过工厂预制生产，预制防火保

温隔墙板可以达到保温、防火、装饰一体化的目

的，整体强度高，装配方法简单，拆卸方便，防火

保温性能好，热阻满足国家标准；通过现场机械

化装配施工工艺，装配方法操作简便，可以减少

人力劳动强度，降低作业成本，提高施工效率，保

证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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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预制防火保温隔墙板，其特征在于，包括：外侧防火墙板(1)和内侧保温隔热墙

板(2)；

其中，所述外侧防火墙板(1)包括发泡水泥主体(101)及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102)，所

述内侧保温隔热墙板(2)包括石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20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预制防火保温隔墙板，其特征在于，隔墙板两侧设有长度为

30mm的矩形凸起(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预制防火保温隔墙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外侧防火墙板(1)与

所述内侧保温隔热墙板(2)之间通过自攻螺钉(3)和粘结层(4)进行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预制防火保温隔墙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外侧防火墙板(1)内

部设有便于连接的均匀分布T字形凹槽(103)，所述凹槽(103)，与所述自攻螺钉(3)头部尺

寸相同，所述自攻螺钉(3)头部位于凹槽(103)内。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预制防火保温隔墙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制防火保温隔墙板

一侧矩形凸起(5)设有长度为14mm的倒梯形凹槽(501)，另一侧矩形凸起(5)设有长度为

12mm的梯形凸起(502)。

6.一种预制防火保温隔墙板的装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对预制防火保温隔墙板侧边及表面进行清洁擦拭，涂刷界面剂并晾干；

步骤2，用粘结剂与水泥砂浆按比例配制成聚合物水泥砂浆，在两块隔墙板连接部分，

即隔墙板两侧矩形凸起处，涂刷第一层聚合物水泥砂浆，涂刷厚度为2mm；

步骤3，裁剪宽度为90mm的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将网格布的弯曲面朝向墙，放置在涂

抹的第一层聚合物水泥砂浆上，从中央向四周施抹涂平，使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嵌入第一

层聚合物水泥砂浆中，同时注意网格布不得产生皱褶，等待粘结牢固；

步骤4，将制作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的原料精确称量后，预混合多元醇及助剂，将混合

后的多元醇和异氰酸酯均匀混合并注入两块隔墙板连接部分的空隙处，经化学反应后形成

填充紧密的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

步骤5，在连接后的隔墙板外侧涂刷第二层聚合物水泥砂浆，涂刷厚度约为2mm；

步骤6，在连接后的隔墙板外侧满铺第二层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将网格布的弯曲面朝

向墙，放置在涂抹的第二层聚合物水泥砂浆上，从中央向四周施抹涂平，使耐碱玻璃纤维网

格布嵌入聚合物水泥砂浆中，等待粘结牢固；

步骤7，在第二层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外侧用聚合物水泥砂浆抹平形成成聚合物水泥

砂浆面层，聚合物水泥砂浆面层厚度应约为2mm，网格布不应外露；

步骤8，外部砂浆面层涂抹完成后4小时内不得淋雨，终凝后应及时喷水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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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预制防火保温隔墙板及其装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装配式建筑墙板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预制防火保温隔墙板及其装

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装配式建筑结构是我国实现建筑工业化、加快建筑产业升级、实现绿色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途径。与传统的现浇式建筑相比，装配式建筑可以有效避免如生产效率较低、环境

污染严重、劳动力短缺等典型弊端，能够实现结构设计，构件生产，以及现场安装的科学化、

标准化、机械化，拥有提高生产效率、加快施工进度、减少环境污染、降低材料用量等优点，

是我国建筑行业发展的重要趋势，是实现建筑绿色节能的有效手段。

[0003] 作为装配式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装配式墙板的功能和装配方式引起了广泛关

注。通过工厂预制生产，装配式墙板可以达到保温、防火、装饰一体化的目的，通过现场机械

化装配施工工艺，可以减少人力劳动强度，降低作业成本，提高施工效率，保证施工质量。但

现有预制墙板的加工及安装工艺复杂，保温隔热及防火性能不强，安全性有待增强，无法满

足实际使用对于墙体材料保温隔热性能的要求。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预制防火保温隔墙板及其装配方法，。

[0005] 为实现本发明的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1、一种预制防火保温隔墙板，包括：外侧防火墙板和内侧保温隔热墙板；

[0007] 其中，所述外侧防火墙板包括发泡水泥主体及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所述内侧保

温隔热墙板包括石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

[0008] 进一步的，隔墙板两侧设有长度为30mm的矩形凸起(5)。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外侧防火墙板与所述内侧保温隔热墙板之间通过自攻螺钉和粘结

层进行连接。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外侧防火墙板内部设有便于连接的均匀分布T字形凹槽，所述凹

槽，与所述自攻螺钉头部尺寸相同，所述自攻螺钉头部位于凹槽内。

[0011] 进一步的，所述预制防火保温隔墙板一侧矩形凸起设有长度为14mm的倒梯形凹

槽，另一侧矩形凸起设有长度为12mm的梯形凸起。

[0012] 进一步的，一种预制防火保温隔墙板的装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3] 步骤1，对预制防火保温隔墙板侧边及表面进行清洁擦拭，涂刷界面剂并晾干；

[0014] 步骤2，用粘结剂与水泥砂浆按比例配制成聚合物水泥砂浆，在两块隔墙板连接部

分，即隔墙板两侧矩形凸起处，涂刷第一层聚合物水泥砂浆，涂刷厚度为2mm；

[0015] 步骤3，裁剪宽度为90mm的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将网格布的弯曲面朝向墙，放置

在涂抹的第一层聚合物水泥砂浆上，从中央向四周施抹涂平，使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嵌入

第一层聚合物水泥砂浆中，同时注意网格布不得产生皱褶，等待粘结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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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步骤4，将制作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的原料精确称量后，预混合多元醇及助剂，将

混合后的多元醇和异氰酸酯均匀混合并注入两块隔墙板连接部分的空隙处，经化学反应后

形成填充紧密的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

[0017] 步骤5，在连接后的隔墙板外侧涂刷第二层聚合物水泥砂浆，涂刷厚度约为2mm；

[0018] 步骤6，在连接后的隔墙板外侧满铺第二层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将网格布的弯曲

面朝向墙，放置在涂抹的第二层聚合物水泥砂浆上，从中央向四周施抹涂平，使耐碱玻璃纤

维网格布嵌入聚合物水泥砂浆中，等待粘结牢固；

[0019] 步骤7，在第二层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外侧用聚合物水泥砂浆抹平形成成聚合物

水泥砂浆面层，聚合物水泥砂浆面层厚度应约为2mm，网格布不应外露；

[0020] 步骤8，外部砂浆面层涂抹完成后4小时内不得淋雨，终凝后应及时喷水养护。

[0021]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2] 1、本发明中采用高强发泡特种水泥以水泥、粉煤灰为主要原料，加入化学发泡剂、

多动能助剂等，制作简便、原材料广泛、成品保温隔热性能强、密度小重量轻、耐火性能良

好；所述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耐碱性能好、抗拉强度高、服帖性及定位性良好。因此，所述外

侧防火墙板拥有良好的保温隔热性能，耐火性优良，遇火基本不会燃烧，能够提高建筑物的

防火性能，同时不含苯、甲醛等有害物质，避免了环境污染和消防隐患。

[0023] 2、本发明中所述内侧保温隔热墙板采用石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拥有较高

的防火性能、保温隔热性能优良，能够大幅度提高建筑的保温隔热性能，施工简便、系统整

体性好，适用于高节能标准的低能耗建筑。

[0024] 3、本发明中所述预制防火保温隔墙板的外侧防火墙板与内侧保温隔热墙板之间

通过自攻螺钉和专用粘结剂进行连接，连接牢固，使两侧墙板连接为一个整体。

[0025] 4、本发明中所述一种预制防火保温隔墙板的装配方法操作简便，省时省力。在填

充连接处空隙时所采用的专用发泡材料为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密度低，比强度高，热传导

率低，拥有良好的保温隔热性能，因现场喷涂，无接缝，能够与墙体材料粘结牢固，在喷涂前

仅需对墙体表面的灰尘和杂物进行简单清洁，操作简便，同时具有良好的耐老化性，绿色环

保。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一种预制防火保温隔墙板示意图；

[0027] 图2为一种预制防火保温隔墙板结构详解图；

[0028] 图3为一种预制防火保温隔墙板装配方式示意图。

[0029] 图中：1外侧防火墙板；101发泡水泥主体；102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103T字形凹

槽；2内侧保温隔热墙板；201石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3自攻螺钉；4粘结层；5矩形凸

起；501倒梯形凹槽；502梯形凸起；6聚合物水泥砂浆；601第一层聚合物水泥砂浆；602第二

层聚合物水泥砂浆；603聚合物水泥砂浆面层；7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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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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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如图1‑3所示，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一种预制防火保温隔墙板及其装配方

法，包括：外侧防火墙板1和内侧保温隔热墙板2。如图2所示，所述外侧防火墙板1包括发泡

水泥主体101及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102，所述外侧防火墙板1内部设有便于连接的均匀分

布T字形凹槽103，所述内侧保温隔热墙板2包括石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201，所述外

侧防火墙板1与所述内侧保温隔热墙板2之间通过自攻螺钉3和粘结层4进行连接，粘结层4

为粘接剂；所述预制防火保温隔墙板两侧设有长度为30mm的矩形凸起5。发泡水泥主体101

为高强发泡特种水泥，以水泥、粉煤灰为主要原料，加入化学发泡剂、多动能助剂等制成；

[0032] 如图2所示，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外侧防火墙板1内部所设凹槽

103，与所述自攻螺钉3头部尺寸相同；所述自攻螺钉(3)头部位于凹槽(103)内。

[0033] 如图1所示，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预制防火保温隔墙板一侧矩形凸

起5设有长度为14mm的倒梯形凹槽501。

[0034] 如图1所示，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预制防火保温隔墙板另一侧矩形

凸起5设有长度为12mm的梯形凸起502。

[0035] 一种预制防火保温隔墙板的装配方法，参照附图3，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36] 步骤1，对预制防火保温隔墙板侧边及表面进行清洁擦拭，涂刷界面剂并晾干；

[0037] 步骤2，用粘结剂与水泥砂浆按比例配制成聚合物水泥砂浆6，在两块隔墙板连接

部分，即隔墙板两侧矩形凸起5处，涂刷第一层聚合物水泥砂浆601，涂刷厚度为2mm；

[0038] 步骤3，裁剪宽度为90mm的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102，将网格布的弯曲面朝向墙，放

置在涂抹的第一层聚合物水泥砂浆601上，从中央向四周施抹涂平，使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

102嵌入第一层聚合物水泥砂浆601中，同时注意网格布不得产生皱褶，等待粘结牢固；

[0039] 步骤4，将制作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7的原料精确称量后，预混合多元醇及助剂，将

混合后的多元醇和异氰酸酯均匀混合并注入两块隔墙板连接部分的空隙处，经化学反应后

形成填充紧密的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7；

[0040] 步骤5，在连接后的隔墙板外侧涂刷第二层聚合物水泥砂浆602，涂刷厚度约为

2mm；

[0041] 步骤6，在连接后的隔墙板外侧满铺第二层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102，将网格布的

弯曲面朝向墙，放置在涂抹的第二层聚合物水泥砂浆602上，从中央向四周施抹涂平，使耐

碱玻璃纤维网格布102嵌入聚合物水泥砂浆602中，等待粘结牢固；

[0042] 步骤7，在第二层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102外侧用聚合物水泥砂浆抹平形成成聚合

物水泥砂浆面层603，聚合物水泥砂浆面层603厚度应约为2mm，网格布不应外露；

[0043] 步骤8，外部砂浆面层603涂抹完成后4小时内不得淋雨，终凝后应及时喷水养护。

[004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改进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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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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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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