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220302123.0

(22)申请日 2022.02.15

(73)专利权人 吕学宝

地址 255000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西二路

天华小区33号楼5单元502

(72)发明人 吕学宝　

(51)Int.Cl.

E04B 2/00(2006.01)

E04B 1/88(2006.01)

E04B 2/56(2006.01)

E04B 1/66(2006.01)

E04B 1/64(2006.01)

E04B 1/92(2006.01)

E04B 1/94(2006.01)

E04B 1/98(2006.01)

E04H 9/0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建筑工程保温墙体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建筑工程保温墙体，

涉及墙体领域，包括外墙板和内墙板，所述外墙

板与内墙板之间设置为保温夹层，所述保温夹层

包括连接板块，所述连接板块的内部开设有填充

槽，所述填充槽的内部等间距嵌套有内架，所述

内架包括加强杆，所述加强杆的表面从上到下等

间距固定有套筒，所述套筒的前后两侧均固定有

支撑杆，所述支撑杆远离套筒的一端连接有支撑

板，所述支撑板与填充槽的内壁接触，所述填充

槽的内部填充有保温支撑层，本实用新型通过保

温夹层由连接板块的内部填充泡沫混凝土加工

制成的保温支撑层组成，使得本保温墙体具有显

著的保温隔热性能，且大大降低了本保温墙体的

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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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建筑工程保温墙体，包括外墙板（1）和内墙板（2），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墙板（1）

与内墙板（2）之间设置为保温夹层（3），所述保温夹层（3）包括连接板块（4），所述连接板块

（4）的内部开设有填充槽（5），所述填充槽（5）的内部等间距嵌套有内架（6），所述内架（6）包

括加强杆（7），所述加强杆（7）的表面从上到下等间距固定有套筒（8），所述套筒（8）的前后

两侧均固定有支撑杆（9），所述支撑杆（9）远离套筒（8）的一端连接有支撑板（10），所述支撑

板（10）与填充槽（5）的内壁接触，所述填充槽（5）的内部填充有保温支撑层（11），所述内架

（6）嵌套在保温支撑层（11）内，所述连接板块（4）的前侧边缘等间距开设有第一插槽（12），

所述连接板块（4）的后侧边缘等间距开设有第二插槽（13），所述外墙板（1）靠近连接板块

（4）的一侧边缘等间距固定有第一凸块（14），所述第一凸块（14）与第一插槽（12）相匹配，所

述内墙板（2）靠近连接板块（4）的一侧边缘等间距固定有第二凸块（15），所述第二凸块（15）

与第二插槽（13）相匹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工程保温墙体，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板块（4）采用

挤塑聚苯乙烯板加工制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工程保温墙体，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温支撑层（11）采

用泡沫混凝土加工制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工程保温墙体，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墙板（1）包括内

耐水石膏板层（16）、防水层（17）和外耐水石膏板层（18），所述防水层（17）固定在内耐水石

膏板层（16）和外耐水石膏板层（18）之间，所述内耐水石膏板层（16）与第一凸块（14）之间一

体化加工成型。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建筑工程保温墙体，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水层（17）包括金

属防水垫（19），所述金属防水垫（19）与内耐水石膏板层（16）连接，所述金属防水垫（19）远

离内耐水石膏板层（16）的一侧固定有乳化蜡防水剂层（20），所述金属防水垫（19）远离金属

防水垫（19）的一侧固定有橡胶防水垫（21），所述橡胶防水垫（21）与外耐水石膏板层（18）连

接，所述金属防水垫（19）、乳化蜡防水剂层（20）和橡胶防水垫（21）之间均通过高分子压敏

自粘胶层粘结。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工程保温墙体，其特征在于：所述内墙板（2）包括玻

镁板（22）、隔音层（23）和岩棉板（24），所述隔音层（23）固定在玻镁板（22）和岩棉板（24）之

间，所述岩棉板（24）与第二凸块（15）之间一体化加工成型。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建筑工程保温墙体，其特征在于：所述隔音层（23）包括第

一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层（25）和第二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层（26），所述第一硬质聚氨酯泡

沫塑料层（25）和第二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层（26）的表面均开设有蜂窝孔，所述第一硬质聚

氨酯泡沫塑料层（25）与第二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层（26）之间固定有隔音垫层（27）。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建筑工程保温墙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硬质聚氨酯泡

沫塑料层（25）靠近玻镁板（22）的一侧设有玻化微珠防火涂料层（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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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工程保温墙体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墙体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建筑工程保温墙体。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工程，为建设工程的一部分，指通过对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

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所形成的工程实体。包括厂房、剧院、旅馆、商店、学

校、医院和住宅等，满足人们生产、居住、学习、公共活动等需要。保温墙体起到保温隔热，维

持室内温度稳定的作用，指采用一定的固定方式，把导热系数较低的绝热材料与建筑物墙

体固定一体，增加墙体的平均热阻值，从而达到保温或隔热效果的一种工程做法。

[0003] 目前，现有的保温墙体保温效果差，且抗冲击效果差，容易损坏。

[0004] 因此，发明一种建筑工程保温墙体来解决上述问题很有必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建筑工程保温墙体，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

保温墙体保温效果差，且抗冲击效果差，容易损坏的问题。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建筑工程保温墙体，包括

外墙板和内墙板，所述外墙板与内墙板之间设置为保温夹层，所述保温夹层包括连接板块，

所述连接板块的内部开设有填充槽，所述填充槽的内部等间距嵌套有内架，所述内架包括

加强杆，所述加强杆的表面从上到下等间距固定有套筒，所述套筒的前后两侧均固定有支

撑杆，所述支撑杆远离套筒的一端连接有支撑板，所述支撑板与填充槽的内壁接触，所述填

充槽的内部填充有保温支撑层，所述内架嵌套在保温支撑层内，所述连接板块的前侧边缘

等间距开设有第一插槽，所述连接板块的后侧边缘等间距开设有第二插槽，所述外墙板靠

近连接板块的一侧边缘等间距固定有第一凸块，所述第一凸块与第一插槽相匹配，所述内

墙板靠近连接板块的一侧边缘等间距固定有第二凸块，所述第二凸块与第二插槽相匹配。

[0007] 优选的，所述连接板块采用挤塑聚苯乙烯板加工制成，挤塑聚苯乙烯板具有承压

力强、防水性能好、耐化学腐蚀和较强的抗老化能力的特点，使得保温夹层使用寿命长。

[0008] 优选的，所述保温支撑层采用泡沫混凝土加工制成，体重小，大大降低了本保温墙

体的自重，同时具有显著的保温隔热性能。

[0009] 优选的，所述外墙板包括内耐水石膏板层、防水层和外耐水石膏板层，所述防水层

固定在内耐水石膏板层和外耐水石膏板层之间，所述内耐水石膏板层与第一凸块之间一体

化加工成型，使得外墙板的防水性能优越，使得本保温墙体防水性能好。

[0010] 优选的，所述防水层包括金属防水垫，所述金属防水垫与内耐水石膏板层连接，所

述金属防水垫远离内耐水石膏板层的一侧固定有乳化蜡防水剂层，所述金属防水垫远离金

属防水垫的一侧固定有橡胶防水垫，所述橡胶防水垫与外耐水石膏板层连接，通过金属防

水垫提高防水层的韧性的同时能够提高防水性，通过乳化蜡防水剂层和橡胶防水垫能够避

免水的渗透，提高防水性，避免水对外墙板的腐蚀，所述金属防水垫、乳化蜡防水剂层和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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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防水垫之间均通过高分子压敏自粘胶层粘结，提高金属防水垫、乳化蜡防水剂层和橡胶

防水垫之间之间的粘结稳固性，提高防水性。

[0011] 优选的，所述内墙板包括玻镁板、隔音层和岩棉板，所述隔音层固定在玻镁板和岩

棉板之间，所述岩棉板与第二凸块之间一体化加工成型，玻镁板具有耐高温、阻燃、吸声、防

震、防虫、防腐、无毒无味无污染等优点，提高了内墙板的耐高温、阻燃、吸声性能，隔音层和

岩棉板进一步增强了内墙板的保温隔音性能。

[0012] 优选的，所述隔音层包括第一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层和第二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

层，所述第一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层和第二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层的表面均开设有蜂窝

孔，所述第一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层与第二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层之间固定有隔音垫层，

通过第一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层和第二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层以及隔音垫层，使得内墙板

的隔音性能优越，具有绝热效果好、隔音、防震等特点，提高了本保温墙体的隔音性能和保

温性。

[0013] 优选的，所述第一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层靠近玻镁板的一侧设有玻化微珠防火涂

料层，玻化微珠的理化性能十分稳定，耐老化耐候性强，具有优异的绝热、防火和吸音性能，

防止了外界的声音穿过墙体，进入室内，为室内提高了安静的环境，同时，利用防火绝热的

性能，提高了内墙板使用的安全性。

[0014]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技术效果和优点：

[0015] 1、通过在外墙板与内墙板之间设置为保温夹层，保温夹层由连接板块的内部填充

泡沫混凝土加工制成的保温支撑层组成，使得本保温墙体具有显著的保温隔热性能，且大

大降低了本保温墙体的自重，并在保温支撑层的内部嵌套有内架，能够有效地提高了保温

夹层的结构强度，提高了本保温墙体的抗冲击性能；

[0016] 2、通过外墙板由内耐水石膏板层、防水层和外耐水石膏板层组成，且防水层由金

属防水垫、乳化蜡防水剂层和橡胶防水垫组成，使得外墙板的防水性能优越，使得本保温墙

体防水性能好；

[0017] 3、通过内墙板由玻镁板、隔音层和岩棉板组成，且隔音层由第一硬质聚氨酯泡沫

塑料层和第二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层以及隔音垫层组成，使得内墙板的隔音性能优越，具

有绝热效果好、隔音、防震等特点，提高了本保温墙体的隔音性能和保温性。

附图说明

[001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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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中记载

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温夹层侧剖视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连接板块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外墙板示意图；

[0023]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内墙板示意图。

[0024] 附图标记说明：

[0025] 1、外墙板；2、内墙板；3、保温夹层；4、连接板块；5、填充槽；6、内架；7、加强杆；8、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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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9、支撑杆；10、支撑板；11、保温支撑层；12、第一插槽；13、第二插槽；14、第一凸块；15、第

二凸块；16、内耐水石膏板层；17、防水层；18、外耐水石膏板层；19、金属防水垫；20、乳化蜡

防水剂层；21、橡胶防水垫；22、玻镁板；23、隔音层；24、岩棉板；25、第一硬质聚氨酯泡沫塑

料层；26、第二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层；27、隔音垫层；28、玻化微珠防火涂料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了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结合附图对

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介绍。

[0027]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图1‑5所示的一种建筑工程保温墙体，包括外墙板1和内墙板

2，所述外墙板1与内墙板2之间设置为保温夹层3，所述保温夹层3包括连接板块4，所述连接

板块4的内部开设有填充槽5，所述填充槽5的内部等间距嵌套有内架6，所述内架6包括加强

杆7，所述加强杆7的表面从上到下等间距固定有套筒8，所述套筒8的前后两侧均固定有支

撑杆9，所述支撑杆9远离套筒8的一端连接有支撑板10，所述支撑板10与填充槽5的内壁接

触，所述填充槽5的内部填充有保温支撑层11，所述内架6嵌套在保温支撑层11内，所述连接

板块4的前侧边缘等间距开设有第一插槽12，所述连接板块4的后侧边缘等间距开设有第二

插槽13，所述外墙板1靠近连接板块4的一侧边缘等间距固定有第一凸块14，所述第一凸块

14与第一插槽12相匹配，所述内墙板2靠近连接板块4的一侧边缘等间距固定有第二凸块

15，所述第二凸块15与第二插槽13相匹配。

[0028] 所述连接板块4采用挤塑聚苯乙烯板加工制成，挤塑聚苯乙烯板具有承压力强、防

水性能好、耐化学腐蚀和较强的抗老化能力的特点，使得保温夹层3使用寿命长。

[0029] 所述保温支撑层11采用泡沫混凝土加工制成，体重小，大大降低了本保温墙体的

自重，同时具有显著的保温隔热性能。

[0030] 实施方式具体为：本保温墙体由外墙板1、保温夹层3和内墙板2组成，其中保温夹

层3由连接板块4及填充在连接板块4内的保温支撑层11和内架6组成，保温支撑层11采用泡

沫混凝土加工制成，体重小，大大降低了本保温墙体的自重，同时具有显著的保温隔热性

能，连接板块4采用挤塑聚苯乙烯板加工制成，挤塑聚苯乙烯板具有承压力强、防水性能好、

耐化学腐蚀和较强的抗老化能力的特点，使得保温夹层3使用寿命长，外墙板1上的第一凸

块14与保温夹层3上的第一插槽12相匹配，内墙板2上的第二凸块15与保温夹层3上的第二

插槽13相匹配，使得外墙板1和内墙板2与保温夹层3之间连接稳定牢靠，内架6能够有效地

提高了保温夹层3的结构强度，提高了本保温墙体的抗冲击性能，从而使得本保温墙体具有

优良的保温性能，抗冲击，且自身重量小，该实施方式具体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保温墙

体保温效果差，且抗冲击效果差，容易损坏的问题。

[0031] 如图4所示，所述外墙板1包括内耐水石膏板层16、防水层17和外耐水石膏板层18，

所述防水层17固定在内耐水石膏板层16和外耐水石膏板层18之间，所述内耐水石膏板层16

与第一凸块14之间一体化加工成型，使得外墙板1的防水性能优越，使得本保温墙体防水性

能好。

[0032] 所述防水层17包括金属防水垫19，所述金属防水垫19与内耐水石膏板层16连接，

所述金属防水垫19远离内耐水石膏板层16的一侧固定有乳化蜡防水剂层20，所述金属防水

垫19远离金属防水垫19的一侧固定有橡胶防水垫21，所述橡胶防水垫21与外耐水石膏板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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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连接，通过金属防水垫19提高防水层17的韧性的同时能够提高防水性，通过乳化蜡防水

剂层20和橡胶防水垫21能够避免水的渗透，提高防水性，避免水对外墙板1的腐蚀，所述金

属防水垫19、乳化蜡防水剂层20和橡胶防水垫21之间均通过高分子压敏自粘胶层粘结，提

高金属防水垫19、乳化蜡防水剂层20和橡胶防水垫21之间之间的粘结稳固性，提高防水性。

[0033] 实施方式具体为：外墙板1由内耐水石膏板层16、防水层17和外耐水石膏板层18组

成，且防水层17由金属防水垫19、乳化蜡防水剂层20和橡胶防水垫21组成，金属防水垫19提

高防水层17的韧性的同时能够提高防水性，通过乳化蜡防水剂层20和橡胶防水垫21能够避

免水的渗透，提高防水性，避免水对外墙板1的腐蚀，大大提高了外墙板1的防水性能，从而

使得本保温墙体具有优良的防水性能，该实施方式具体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保温墙体

防水性差问题。

[0034] 如图5所示，所述内墙板2包括玻镁板22、隔音层23和岩棉板24，所述隔音层23固定

在玻镁板22和岩棉板24之间，所述岩棉板24与第二凸块15之间一体化加工成型，玻镁板22

具有耐高温、阻燃、吸声、防震、防虫、防腐、无毒无味无污染等优点，提高了内墙板2的耐高

温、阻燃、吸声性能，隔音层23和岩棉板24进一步增强了内墙板2的保温隔音性能。

[0035] 所述隔音层23包括第一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层25和第二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层

26，所述第一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层25和第二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层26的表面均开设有蜂

窝孔，所述第一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层25与第二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层26之间固定有隔音

垫层27，通过第一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层25和第二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层26以及隔音垫层

27，使得内墙板2的隔音性能优越，具有绝热效果好、隔音、防震等特点，提高了本保温墙体

的隔音性能和保温性。

[0036] 所述第一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层25靠近玻镁板22的一侧设有玻化微珠防火涂料

层28，玻化微珠的理化性能十分稳定，耐老化耐候性强，具有优异的绝热、防火和吸音性能，

防止了外界的声音穿过墙体，进入室内，为室内提高了安静的环境，同时，利用防火绝热的

性能，提高了内墙板2使用的安全性。

[0037] 实施方式具体为：内墙板2由玻镁板22、隔音层23和岩棉板24组成，玻镁板22具有

耐高温、阻燃、吸声、防震、防虫、防腐、无毒无味无污染等优点，岩棉板24具有优良的绝热性

能、吸声性能、防火性能，并且质轻，提高了内墙板2的耐高温、阻燃、吸声性能，且隔音层23

由第一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层25、隔音垫层27和第二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层26组成，隔音

性能优越，大大提高了内墙板2的隔音性能，第一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层25靠近玻镁板22的

一侧设有玻化微珠防火涂料层28，玻化微珠的理化性能十分稳定，耐老化耐候性强，具有优

异的绝热、防火和吸音性能，防止了外界的声音穿过墙体，进入室内，为室内提高了安静的

环境，同时，利用防火绝热的性能，提高了内墙板2使用的安全性，进一步提高了本保温墙体

的隔音性能和保温性，使得本保温墙体的隔音性能和保温性优越，该实施方式具体解决了

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保温墙体的隔音性能差的问题。

[0038] 以上只通过说明的方式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某些示范性实施例，毋庸置疑，对于

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偏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用各种不同的

方式对所描述的实施例进行修正。因此，上述附图和描述在本质上是说明性的，不应理解为

对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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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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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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