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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中空墙体复合保温外墙构

造及制备方法。具有墙体外侧保温层、墙体外侧

面、墙体内侧面、墙体空腔、上端梁、下端梁；本墙

体的内、外两侧墙体分别采用石膏基、水泥基材

料，充分利用其材料特性，将保温、隔热、防火、防

水、隔声、抗震的功能集于外围护墙体构造上，同

时在墙体外侧复合保温系统，以满足寒冷地区、

严寒地区的保温要求以及防止热桥产生；以本发

明的制备方法，可以实现装配式建筑最为简单的

施工方法，即主体结构由混凝土结构、钢结构担

当，而墙体部份包括内隔墙、外墙由轻钢龙骨、钢

丝网或纤维增强水泥板及填充材料担当。通过本

发明的技术贡献，可以大量消纳工艺副产石膏，

变废为宝，净化环境，极大提升装配式建筑物的

施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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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中空墙体复合保温外墙构造，具有墙体外侧保温层、墙体外侧面、墙体内侧面、

墙体空腔、上端梁、下端梁；其特征在于，所述墙体外侧保温层由抗裂砂浆层、耐碱网格布、

保温板、粘结砂浆构成；所述墙体外侧面由外笼框、纤维增强水泥板、发泡混凝土填充层、发

泡条、钢丝网构成；所述墙体内侧面由石膏砂浆填充层、石膏砂浆找平层、发泡条、玻纤网构

成；所述墙体空腔由墙体外侧面、墙体内侧面围合构成；所述笼框分为内笼框、外笼框，分别

由轻钢龙骨上、下导轨，立柱、螺栓、自攻螺丝、射钉构成；所述上端梁由混凝土结构梁或钢

结构梁或顶板构成；所述下端梁由混凝土结构梁或钢结构梁或顶板构成；由所述墙体外侧

保温层、墙体外侧面、墙体内侧面、墙体空腔、上端梁、下端梁构成复合墙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说的一种中空墙体复合保温外墙构造，其特征在于，由所述的轻钢

龙骨上、下导轨，立柱、螺栓、自攻螺丝、射钉构成的笼框设置在所述上端梁、下端梁和主体

构造柱之间，且以螺栓与上之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说的一种中空墙体复合保温外墙构造，其特征在于，由抗裂砂浆

层、耐碱网格布、保温板、粘结砂浆构成的墙体外侧保温层设置在所述上端梁、下端梁和主

体构造柱的外侧面，且包覆其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说的一种中空墙体复合保温外墙构造，其特征在于，由钢丝网、纤

维增强水泥板、发泡混凝土填充层、发泡条、钢丝网构成的墙体外侧面设置在上端梁、下端

梁及主体构造柱之间的外侧面，且用螺栓与之固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说的一种中空墙体复合保温外墙构造，其特征在于，由石膏砂浆填

充层、玻纤网、石膏砂浆找平层、发泡条构成的墙体内侧面设置在所述上端梁、下端梁和主

体构造柱之间的内侧面，且用螺栓与之固定，并以石膏砂浆找平层将上端梁、下端梁和主体

构造柱之间的内侧面包覆齐平。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说的一种中空墙体复合保温外墙构造，其特征在于，由墙体外侧

面、墙体内侧面围合而成的墙体空腔是一种具有隔声、保温、隔热结构的中空层。

7.一种中空墙体复合保温外墙构造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具有如下步骤：

第一步，安装外笼框步骤：将轻钢龙骨骨架的上、下导轨安装在外墙墙体外侧的上、下

端梁上，两侧立柱安装在主体构造柱外侧，用膨胀螺栓连结固定；在轻钢龙骨中间立柱的

上、下两端用自攻螺丝与上下导轨连结固定；使外笼框与外墙墙体的上、下端梁、主体构造

柱合为一体；

第二步，安装纤维增强水泥板步骤：在外笼框轻钢龙骨骨架的两侧安装纤维增强水泥

板，用自攻螺丝将纤维增强水泥板固定在轻钢龙骨骨架的上下导轨及立柱上；用密封胶封

堵纤维增强水泥板的板缝处，防止浇筑发泡混凝土时外泄；

第三步，填充发泡混凝土工艺步骤：将发泡混凝土沿纤维增强水泥板预留的洞口浇筑

到外笼框内部至一定高度，使之静置硬化；然后再浇筑第二层，直至将外笼框全部浇满；

第四步，安装内笼框及钢丝网步骤：在地面上将轻钢龙骨上下导轨、立柱用自攻螺丝固

定形成笼框，然后将钢丝网用射钉固定在笼框上，再将带网笼框（网在内侧）安装至上、下端

梁及主体构造柱内侧，用膨胀螺栓将带网笼框与主体结构固定；

第五步，填缝步骤：在内笼框、外笼框与墙体上、下端梁、主体构造柱接缝处，填充发泡

条或聚氨酯发泡剂并将缝隙填实、填满；外笼框接缝处外侧，再用耐候胶填满，防止雨水滲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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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安装预埋件步骤：在内笼框钢丝网上安装水电管槽、接线盒、缆线及其它预埋

件；

第七步，喷筑石膏砂浆步骤：向内笼框钢丝网上喷射石膏砂浆填充层第一道，并沿轻钢

龙骨立柱刮平，使其与墙体上、下端梁齐平；

第八步，墙体内侧面接缝处防裂处理步骤：在石膏砂浆填充层与墙体上、下端梁及构造

柱接缝处设置宽度为250mm的玻纤网，防止接缝处开裂；

第九步，内侧墙面平整度处理步骤a：在石膏砂浆填充层上打灰饼、冲筋，以控制石膏砂

浆找平层平整度、垂直度；

第十步，内侧墙面平整度处理步骤b：在石膏砂浆填充层喷射石膏砂浆找平层并沿冲筋

条刮平，经修补打磨后达到工程验收标准；

第十一步，墙体外侧面接缝处防裂处理步骤：在墙体外侧面与墙体上、下端梁、构造柱

接缝处设置宽度为300mm的钢丝网，防止接缝处开裂；

第十二步，墙体外侧面界面处理步骤：在纤维增强水泥板及主体结构柱外侧墙面涂抹

界面砂浆，以提高与墙体保温系统的粘结强度。

第十三步，安装墙体外侧保温层步骤：用粘结砂浆将保温板粘贴在界面砂浆层上；或将

水泥基保温砂浆涂抹在界面砂浆层上；

第十四步，安装墙体外侧保温层保护层步骤：在外侧保温层上设置一层带有耐碱网格

布的抗裂砂浆层，形成墙体外侧保温层的保护层；

第十五步，验收步骤：逐步检查并最终集合以上步骤，实现由墙体内侧面为石膏砂浆

层、中空为墙体空腔层、墙体外侧面为发泡混凝土及保温系统构成的中空墙体复合保温外

墙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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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中空墙体复合保温外墙构造及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装配式技术外墙构造及施工方法，尤其是一种利用工业副产石膏

为原料制作的中空墙体复合保温外墙构造及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工业副产石膏的年产生量约为1.84亿吨，累计堆存量超过5亿吨。但每年新增

产生量的综合利用率仅为48.1%，未利用部分只能露天堆存。  大量堆存石膏废渣一是占用

大量土地；二是堆场投资大、运营费高，堆放渣场的容积和地基防渗处理要求严格；三是浪

费了宝贵的硫资源；四是含有的酸性及其他有害物质容易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与国家倡

导的环境保护政策格格不入。然而，工业副产石膏是一种重要的再生石膏资源，其主要成分

是硫酸钙(CaSO4·2H2O)，是一种优秀的胶凝材料，具有早凝快硬，防火、节能的技术特征，

对人体无害，适合做为室内装饰材料，包括墙体材料。但目前主要用于水泥缓凝剂、纸面石

膏板等，利用量已趋于饱和，上升空间有限。因此，开发工业副产石膏用于建材领域的其它

方面，迫在眉睫。

[0003] 当前，国家大力倡导装配式建筑房屋技术，包括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装配式钢结

构、装配式木结构，并要求建筑非承重围护墙采用非砌筑技术及围护墙与保温、隔热一体

化。已知的非砌筑类型围护墙体包括各种中大型板材、幕墙、木骨架或轻钢骨架复合墙体

等，满足工厂生产、现场安装、以“干法“施工为主的要求。

[0004] 喷筑式石膏复合墙体是我司开发的新兴技术，主要用于非承重内隔墙体。作为装

配式技术，若喷筑式石膏复合墙体仅仅做在内隔墙上，而外围护墙需要防水的部位采用另

外的建造方式，会给施工管理带来不便。另外，建筑节能是我国建筑领域的强制性标准，现

行我国的墙体节能方式主要是在外墙的外侧或内侧安装保温节能系统。高效的保温材料强

度较低，用于外墙内侧上不方便使用，用于外墙外侧上容易产生开裂、脱落现象，且防火等

级不足，容易着火，对居民构成生命威胁。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中空墙体复合保温外墙

构造及制备方法，利用中空墙体构造及石膏基、水泥基的材料特性，以及在墙体外侧复

合保温系统，将保温、隔热、防火、防水、隔声、抗震的功能集于外围护墙体构造上，以满足寒

冷地区、严寒地区的保温要求，达到在符合装配式建造技术前提下，大量消纳工业副产石膏

并有效解决房屋建筑节能减排问题。

[0006] 为此，本发明解决所述问题的技术方案是：一种中空墙体复合保

温外墙构造，具有墙体外侧保温层、墙体外侧面、墙体内侧面、墙体空腔、上端梁、下端

梁；其中，所述墙体外侧保温层由抗裂砂浆层、耐碱网格布、保温层、粘结砂浆构成；所述墙

体外侧面由笼框、纤维增强水泥板、发泡混凝土填充层、钢丝网、发泡条、密封胶构成；所述

墙体内侧面由笼框、石膏砂浆填充层、玻纤网、石膏砂浆找平层构成；所述墙体空腔由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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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侧面、墙体内侧面围合空间构成；所述笼框分为内笼框、外笼框，分别由轻钢龙骨上、下导

轨，立柱、螺栓、自攻螺丝、射钉构成；所述上端梁由混凝土结构梁或钢结构梁或顶板构成；

所述下端梁由混凝土结构梁或钢结构梁或楼板构成；由所述墙体外侧保温层、墙体外侧面、

墙体内侧面、墙体空腔、上端梁、下端梁构成复合墙体。

[0007] 进一步地，由抗裂砂浆层、耐碱网格布、保温层、粘结砂浆构成的墙体外侧保温层

设置在所述上端梁、下端梁以及墙体外侧面的外侧，且包覆上端梁、下端梁及墙体外侧面；

进一步地，由外笼框、纤维增强水泥板、发泡混凝土填充层、钢丝网、发泡条、密封胶构

成的墙体外侧面设置在上端梁、下端梁及主体构造柱之间的外侧，且用螺栓将外笼框与主

体结构固定连接且与上下端梁齐平；

进一步地，由内笼框、石膏砂浆填充层、玻纤网、石膏砂浆找平层构成的墙体内侧面设

置在所述上端梁、下端梁及主体构造柱之间的内侧，且以石膏砂浆找平层将上端梁、下端

梁、主体构造柱覆盖抹平。

[0008] 进一步地，由所述的轻钢龙骨上、下导轨，立柱、螺栓、自攻螺丝、射钉构成的笼框

设置在所述上端梁、下端梁之间，且以螺栓与上端梁、下端梁、主体构造柱相连接。

[0009] 进一步地，由墙体外侧面、墙体内侧面围合而成的墙体空腔是一种复合保温外墙

的且具有隔声、保温、隔热结构的中空层。

[0010] 并且，一种中空墙体复合保温外墙构造及制备方法，具有如下步骤：

第一步，安装外笼框步骤：将轻钢龙骨骨架的上、下导轨安装在外墙墙体外侧的上、下

端梁上，两侧立柱安装在主体构造柱外侧，用膨胀螺栓连结固定；在轻钢龙骨中间立柱的

上、下两端用自攻螺丝与上下导轨连结固定；使外笼框与外墙墙体的上、下端梁、主体构造

柱合为一体；

第二步，安装纤维增强水泥板步骤：在外笼框轻钢龙骨骨架的两侧安装纤维增强水泥

板，用自攻螺丝将纤维增强水泥板固定在轻钢龙骨骨架的上下导轨及立柱上；用密封胶封

堵纤维增强水泥板的板缝处，防止浇筑发泡混凝土时外泄；

第三步，填充发泡混凝土工艺步骤：将发泡混凝土沿纤维增强水泥板预留的洞口浇筑

到外笼框内部至一定高度，使之静置硬化；然后再浇筑第二层，直至将外笼框全部浇满；

第四步，安装内笼框及钢丝网步骤：在地面上将轻钢龙骨上下导轨、立柱用自攻螺丝固

定形成笼框，然后将钢丝网用射钉固定在笼框上，再将带网笼框（网在内侧）安装至上、下端

梁及主体构造柱内侧，用膨胀螺栓将带网笼框与主体结构固定；

第五步，填缝步骤：在内笼框、外笼框与墙体上、下端梁、主体构造柱接缝处，填充发泡

条或聚氨酯发泡剂并将缝隙填实、填满；外笼框接缝处外侧，再用耐候胶填满，防止雨水滲

入；

第六步，安装预埋件步骤：在内笼框钢丝网上安装水电管槽、接线盒、缆线及其它预埋

件；

第七步，喷筑石膏砂浆步骤：向内笼框钢丝网上喷射石膏砂浆填充层第一道，并沿轻钢

龙骨立柱刮平，使其与墙体上、下端梁齐平；

第八步，墙体内侧面接缝处防裂处理步骤：在石膏砂浆填充层与墙体上、下端梁及构造

柱接缝处设置宽度为250mm的玻纤网，防止接缝处开裂；

第九步，内侧墙面平整度处理步骤a：在石膏砂浆填充层上打灰饼、冲筋，以控制石膏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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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找平层平整度、垂直度；

第十步，内侧墙面平整度处理步骤b：在石膏砂浆填充层喷射石膏砂浆找平层并沿冲筋

条刮平，经修补打磨后达到工程验收标准；

第十一步，墙体外侧面接缝处防裂处理步骤：在墙体外侧面与墙体上、下端梁、构造柱

接缝处设置宽度为300mm的钢丝网，防止接缝处开裂；

第十二步，墙体外侧面界面处理步骤：在纤维增强水泥板及主体结构柱外侧墙面涂抹

界面砂浆，以提高与墙体保温系统的粘结强度。

[0011] 第十三步，安装墙体外侧保温层步骤：用粘结砂浆将保温板粘贴在界面砂浆层上；

或将水泥基保温砂浆涂抹在界面砂浆层上；

第十四步，安装墙体外侧保温层保护层步骤：在外侧保温层上设置一层带有耐碱网格

布的抗裂砂浆层，形成墙体外侧保温层的保护层；

第十五步，验收步骤：逐步检查并最终集合以上步骤，实现由墙体内侧面为石膏砂浆

层、中空为墙体空腔层、墙体外侧面为发泡混凝土及保温系统构成的中空墙体复合保温外

墙构造。

[0012] 相比现有技术，本发明产生的积极效果是：对建筑物外围护墙而言，本墙体构造可

以满足外墙对防水、防火、保温、隔热、隔声等功能性要求，其节能效率可以满足严寒地区、

寒冷地区对保温节能的高要求，同时避免热桥的产生及满足外墙对隔声的需求。以本发明

的制备方法，可以完成装配式建筑最为简单的施工方法，即主结构由混凝土结构、钢结构担

当，而围护部份包括内隔墙、外墙等工作由喷筑复合墙体完成。通过本发明的技术贡献，可

大量消纳工艺副产石膏，变废为宝，保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一种中空墙体复合保温外墙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中：1-上端梁、2-下端梁或楼板、  3-上导轨、4-下导轨，5-螺栓，6-立柱、7-自攻

螺丝、8-钢丝网，9-纤维增强水泥板、10-射钉、11-界面砂浆层、12-保温层、13-耐碱网格布、

14-抗裂砂浆层、15-发泡混凝土（填充层）、16-石膏砂浆填充层及找平层、17-玻纤网、18-墙

体空腔。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参见附图1，以下实施例说的是一种中空墙体复合保温外墙构造，

具有混凝土结构或钢结构梁或顶板构成的上端梁1、由混凝土结构或钢结构梁或楼板

构成的下端梁2；由轻钢龙骨上导轨3、下导轨4，立柱6、螺栓5、自攻螺丝7、射钉10构成的内

外笼框；由抗裂砂浆层14、耐碱网格布13、保温层12、粘结砂浆及界面砂浆层11构成的墙体

外侧保温层；由纤维增强水泥板9、发泡混凝土填充层15、钢丝网8构成的墙体外侧面；由石

膏砂浆填充层15、玻纤网17、石膏砂浆填充层16构成的墙体内侧面；以及由墙体外侧面、墙

体内侧面围合而成的墙体空腔18。

[0016] 实践中，本实施例中的墙体外侧保温层设置在所述上端梁1、下端梁2和墙体外侧

面的外侧上，且将上端梁1、下端梁2和墙体外侧面完全包覆；本实施例中的墙体外侧面设置

在所述上端梁1、下端梁2和主体构造柱之间的外侧面，且以螺栓5固定连接，且以纤维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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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板固定在外笼框上并浇筑发泡混凝土构成；本实施例中的墙体内侧面设置在所述上端

梁1、下端梁2和主体构造柱之间的内侧面，且在内笼框中填充石膏砂浆并找平16，将上端梁

1、下端梁2和主体构造柱内侧面包覆抹平；本实施例中的内笼框、外笼框，分别由轻钢龙骨

上、下导轨，立柱、螺栓、自攻螺丝、射钉构成；本实施例中的墙体空腔18是位于所述墙体外

侧面与墙体内侧面之间的中空层，实践中可将其设置成具有隔声、保温、隔热结构的复合保

温外墙的中空层；并且，实施例中由所述墙体外侧保温层、墙体外侧面、墙体空腔、墙体内侧

面、上端梁、下端梁构成了一个整体的复合墙体。

[0017] 再一实施例：本实施例说的是一种中空墙体复合保温外墙构造的制备方法，具有

如下步骤：

第一步是安装外笼框步骤：将轻钢龙骨骨架的上、下导轨安装在外墙墙体外侧的上、下

端梁上，两侧立柱安装在主体构造柱外侧，用膨胀螺栓连结固定；在轻钢龙骨中间立柱的

上、下两端用自攻螺丝与上下导轨连结固定；使外笼框与外墙墙体的上、下端梁、主体构造

柱合为一体；

第二步是安装纤维增强水泥板步骤：在外笼框轻钢龙骨骨架的两侧安装纤维增强水泥

板，用自攻螺丝将纤维增强水泥板固定在轻钢龙骨骨架的上下导轨及立柱上；用密封胶封

堵纤维增强水泥板的板缝处，防止浇筑发泡混凝土时外泄；

第三步是填充发泡混凝土工艺步骤：将发泡混凝土沿纤维增强水泥板预留的洞口浇筑

到外笼框内部至一定高度，使之静置硬化；然后再浇筑第二层，直至将外笼框全部浇满；

第四步是安装内笼框及钢丝网步骤：在地面上将轻钢龙骨上下导轨、立柱用自攻螺丝

固定形成笼框，然后将钢丝网用射钉固定在笼框上，再将带网笼框（网设在笼框的内侧）安

装至上、下端梁及主体构造柱内侧，用膨胀螺栓将带网笼框与主体结构固定；

第五步是填缝步骤：在内笼框、外笼框与墙体上、下端梁、主体构造柱接缝处，填充发泡

条或聚氨酯发泡剂并将缝隙填实、填满；外笼框接缝处外侧，再用耐候胶填满，防止雨水滲

入；

第六步是安装预埋件步骤：在内笼框钢丝网上安装水电管槽、接线盒、缆线及其它预埋

件；

第七步是喷筑石膏砂浆步骤：向内笼框钢丝网上喷射石膏砂浆填充层第一道，并沿轻

钢龙骨立柱刮平，使其与墙体上、下端梁齐平；

第八步是墙体内侧面接缝处防裂处理步骤：在石膏砂浆填充层与墙体上、下端梁及构

造柱接缝处设置宽度为250mm的玻纤网，防止接缝处开裂；

第九步是内侧墙面平整度处理步骤a：在石膏砂浆填充层上打灰饼、冲筋，以控制石膏

砂浆找平层平整度、垂直度；

第十步是内侧墙面平整度处理步骤b：在石膏砂浆填充层喷射石膏砂浆找平层并沿冲

筋条刮平，经修补打磨后达到工程验收标准；

第十一步是墙体外侧面接缝处防裂处理步骤：在墙体外侧面与墙体上、下端梁、构造柱

接缝处设置宽度为300mm的钢丝网，防止接缝处开裂；

第十二步是墙体外侧面界面处理步骤：在纤维增强水泥板及主体结构柱外侧墙面涂抹

界面砂浆，以提高与墙体保温系统的粘结强度。

[0018] 第十三步是安装墙体外侧保温层步骤：用粘结砂浆将保温板粘贴在界面砂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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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或将水泥基保温砂浆涂抹在界面砂浆层上；

第十四步是安装墙体外侧保温层保护层步骤：在外侧保温层上设置一层带有耐碱网格

布的抗裂砂浆层，形成墙体外侧保温层的保护层；

第十五步是验收步骤：逐步检查并最终集合以上步骤，实现由墙体内侧面为石膏砂浆

层、中空为墙体空腔层、墙体外侧面为发泡混凝土及保温系统构成的中空墙体复合保温外

墙构造。

[0019] 综上，构建本发明涉及的中空墙体复合保温外墙构造的重要举措在于：在外墙体

建筑结构的上端梁、下端梁、主体构造柱之间安装双层笼框，其中：外笼框采用纤维增强水

泥板固定于两侧，并用发泡混凝土浇筑于笼框内部，形成具有优良耐水性能、耐候性能的轻

质高强的墙体外侧面，以克服石膏基材料耐水性能差的不足；发泡混凝土、墙体空腔及墙体

喷筑砂浆共同组合成具有保温隔热功能的外围护墙体，适用于夏热冬冷、夏凉冬冷、夏热冬

暖、温和地区及部分寒冷地区，但严寒地区及部分寒冷地区对保温及结构热桥有更高的要

求。因此，在墙体外侧面粘贴高效保温板或着涂抹无机保温砂浆及其抗裂砂浆、耐碱网布保

护层，以提高复合墙体更好的保温节能效果，杜绝热桥产生；内侧笼框采用石膏基砂浆材料

喷筑在内侧钢丝网上并将之完全覆盖形成内侧墙体，钢丝网做为内侧墙体的增强材料；石

膏基材料具有暖性、调湿、呼吸及极佳防火功能，是舒适宜家材料，同时石膏基材料取自于

工业副产石膏，来源广泛，价格低廉，充分利用石膏基材料，可大量消纳工业副产石膏，可解

决固体废渣堆存难题；内外两侧墙体围合而成的空间，就是墙体空腔，这个空腔起到保温隔

热及隔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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