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379321.1

(22)申请日 2018.11.19

(71)申请人 无锡兴达泡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14000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

东青河村锡北运河大桥堍

(72)发明人 华若中　曹立军　

(74)专利代理机构 苏州国卓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2331

代理人 陆晓鹰

(51)Int.Cl.

E04B 2/86(2006.01)

E04B 1/76(2006.01)

 

(54)发明名称

现浇混凝土外墙保温加强型复合模板及其

使用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现浇混凝土外墙保温加

强型复合模板及其使用方法，包括保温复合模板

和混凝土层，保温复合模板和外墙薄抹灰找平层

及加强件。保温复合模板由保温芯材，界面砂浆

层，保温防护层及耐碱玻纤网格布复合而成；保

温复合模板上预制有加强件钻孔，用以穿过加强

件；加强件尖头带倒刺部位，伸入混凝土层，与混

凝土做硬性紧密结合，外部圆盘部位紧压保温复

合模板防护层，尾部柱体延伸至薄抹灰找平层，

外部边缘和找平层面层的压盖紧密结合，将混凝

土层，保温复合模板和抹灰找平层紧密连成一

体。彻底解决了保温面层的脱落问题，现场施工

工艺的复杂问题实现了外墙外保温施工简单，成

本低廉，增加了保温防火性能，与建筑混凝土紧

密的牢固结合，提高了于建筑物同寿命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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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浇混凝土外墙保温加强型复合模板及其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保温复合模

板(1)、混凝土层(2)、加强件(3)及找平层(5)，所述保温复合模板(1)由保温芯材(11)、界面

砂浆层(13)和保温防护层组成(14)；保温芯材上两面设有增强筋槽(12)，界面砂浆层和防

护层外部复合有耐碱玻纤网格布(15)，并分别复合于保温芯材的两面；垂直于保温复合模

板的面层上，预制有贯穿保温复合模板的钻孔(16)，用以穿过加强件；混凝土层未浇筑时呈

中空结构，浇筑混凝土后将加强件紧密包裹，完成对加强件的硬性连接，将现浇混凝土和保

温复合模板的界面砂浆层做无缝隙紧密粘接；加强件圆盘紧压保温复合模板的防护层，通

过伸入混凝土层的带倒刺连杆，将保温复合模板于混凝土层紧密硬性连接，结合成一体；加

强件圆盘外的柱体埋入找平层中，外入端口和压紧找平薄抹灰层(5)的加强件后压盖(4)，

经自攻丝螺钉压紧连接，即增加了薄抹灰找平层的抗剪切力和拉拔力，又使薄抹灰找平层

于保温复合模板连接成为了一体；薄抹灰找平层上设有耐碱玻纤网格布(6)，增加了薄抹灰

找平层的整体强度；薄抹灰找平层外设有抗裂抹面砂浆层(7)和耐碱玻纤网格布(8)，起增

强作用，可以包裹压平加强件后压盖，同时与腻子层(9)、饰面层(10)做过渡结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现浇混凝土外墙保温加强型复合模板及其使用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保温芯材上设有加强筋槽。见图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现浇混凝土外墙保温加强型复合模板及其使用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加强型复合模板由保温芯材、界面砂浆层和保温防护层及耐碱玻纤网格布复

合而成。见图4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现浇混凝土外墙保温加强型复合模板及其使用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预制钻孔直径为 与保温复合模板面垂直，所述钻孔数量为每平米6个，

呈三角形排布。见图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现浇混凝土外墙保温加强型复合模板及其使用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加强件(3)为塑料尼龙件，一端带箭头倒刺，一段设有圆盘，圆盘外带 的空

心圆柱体，经自攻螺丝将加强件后压盖(4)与加强件(3)做硬性连接，圆柱体直径为12mm(见

图6)。加强件(3)将混凝土层，外墙保温复合模板，外墙抹灰找平层做机械性硬性连接。见图

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现浇混凝土外墙保温加强型复合模板及其使用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现浇混凝土层(2)为紧密包裹着加强件(3)尖头部位的现浇混凝土柱体墙，未

浇注时呈中空结构状态。见图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现浇混凝土外墙保温加强型复合模板及其使用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薄抹灰找平层(5)材料为聚苯颗粒保温砂浆，玻化微珠和珍珠岩无机保温砂

浆，面层压入耐碱玻纤网格布(6)用以增加强度。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现浇混凝土外墙保温加强型复合模板及其使用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抗裂抹面砂浆层(7)上压入耐碱性玻纤网(8)，用以增加强度和遮盖住加强盖

后压盖。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现浇混凝土外墙保温加强型复合模板及其使用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加强件后压盖为直径ф50mm中心有自攻丝孔直径ф2mm，厚2.5mm的塑料尼龙圆

盘(见图6)，由薄抹灰找平层上的耐碱玻纤网外部压入，经自攻丝螺钉与加强件硬性连接，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9610700 A

2



将薄抹灰找平层、保温复合模板及混凝土墙结成一体。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现浇混凝土外墙保温加强型复合模板及其使用方法，其特征

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在保温芯材(11)上开设加强筋槽(12)。见图3

第二步：在保温芯材(11)上复合界面砂浆(13)并在面层压入耐碱玻纤网格布(15)。

第三步：在保温芯材(11)上的另一面上复合保温防护层(14)，并在面层压力耐碱玻纤

网格布(15)。

第四步：将复合好的保温复合模板(1)在生产流水线上做切边整形处理。

第五步：在流水线上对保温复合模板做加强件(3)的预制钻孔(16)的打眼处理。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现浇混凝土外墙保温加强型复合模板及其使用方法，其特征

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安装内置木模板(17)和保温复合模板(1)，内部由支撑件(18)和支撑垫块(19)

固定，外部由拉紧螺杆(20)从两模板外部拉紧固定。

第二步：加强件(3)由预制钻孔(16)穿过保温复合模板(1)并伸入混凝土层(2)的空腔

部位5cm以上，于混凝土层(2)的钢筋结构网经铁丝绑接，加强件外部圆盘压紧保温复温复

合模板的防护层(14)。

第三步：在保温复合模板(1)和内置木模板(17)形成的空腔内浇筑混凝土层(2)。见图2

第四步：在做好的外墙保温复合模板的墙面上进行薄抹灰找平层(5)的找平工作，并在

面层压入耐碱玻纤网格布(6)。

第五步：在薄抹灰找平层(5)的耐碱玻纤网格布(16)上压入加强件后压盖(4)，并经自

攻螺丝于加强件圆盘后的圆柱体进行硬性连接。

第六步：在薄抹灰找平层(5)上做抗裂砂浆层(7)并压入耐碱玻纤网格布(8)，抗裂砂浆

层(7)完全覆盖了加强体后压盖(4)及自攻螺丝。

第七步：做柔性腻子层(9)和饰面层(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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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浇混凝土外墙保温加强型复合模板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使用发明涉及一种墙体加强型保温复合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现现浇混凝土

外墙保温加强型复合模板及其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外保温行业就材料而言，还没有一种相当成熟的A级保温材料，水泥发泡、岩

棉、聚氨酯等A级保温材料都有弊端，B级保温材料可燃，所以防火也是保温材料存在的问

题。

[0003] 传统外墙外保温的做法，以点粘加胀钉铆固的做法为主，在实际应用当中已事故

频发，因为材料和施工工艺的问题，脱落已成为最大问题，危害公共安全。

[0004] 粘结、抹面砂浆与网格布和保温芯材都在工地现场作业，费工费时且效率不高，质

量低下。现场作业又势必造成污染过大，影响环境卫生，不符合绿色环保的生产标准。

[0005] 钢丝网架夹心保温混凝土的保温做法，也是施工工艺繁琐，夹心保温芯材两边的

钢丝网架需穿过保温芯材，势必产生热桥问题，导致保温效果降低，浪费资源，且生产施工

工艺太复杂，成本太高，社会效能低下。

[0006] 使用发明内容

[0007]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8]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现浇混凝土外墙保温加强型复合模板及

其使用方法，解决了外墙保温板粘结不牢固的问题，实现了外墙保温一体化的加固性能，并

增加了保温的防火性能。

[0009] (二)技术方案：

[0010]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现浇混凝土外墙保温加强

型复合模板及其使用方法，包括混凝土层，保温复合模板和薄抹灰找平层及加强件。所述保

温复合模板上设有保温芯材、保温防护层和界面砂浆层；所述保温芯材上设有加强筋槽，用

以增加结构强度；所述的保温防护层和界面砂浆层面层上，设有耐碱玻纤网格布，用以加强

面层粘接力和提高面层整体强度；所述保温复合模板上设有钻孔，用以穿过加强件；所述加

强件用以硬连接混凝土层、保温复合模板及薄抹灰按平层，使外墙外保温于主体混凝土墙

结成一体。

[0011] 优选的是：所述保温复合模板由保温芯材界面砂浆层，保温防护层及耐碱玻纤网，

经工厂机械化流水线上复合而成。

[0012] 优选的是：所述钻孔与保温复合模板垂直，直径为Φ12mm，所述钻孔为每平米6个，

且成两个品字型排布。见图5

[0013] 优选的是：所述保温防护层为复合20—50mm厚约聚苯颗粒保温砂浆，玻化微珠和

珍珠岩无机保温砂浆。

[0014] 优选的是：所述界面粘接砂浆和抗裂抹面砂浆均为3——5mm厚的高分子聚合物砂

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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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优选的是：所述加强筋槽增加了界面砂浆和保温防护层的粘接力。

[0016] 优选的是：所述加强件尖头带倒刺部分深入混凝土层50cm以上，与混凝土层浇筑

成一体，外部圆盘紧压保温复合模板防护层，使保温复合模板与混凝土层紧密结合，圆盘外

部圆柱体长为20—30mm，全部埋入薄抹灰平层，加强件后压盖压紧抹灰找平层外部的耐碱

玻纤网，经自攻螺丝与加强件尾部圆柱体做硬性连接，将薄抹灰找平层、保温复合模板及混

凝土层做刚性连接。

[0017] 优选的是：薄抹灰找平层为20—30mm厚的聚苯颗粒保温砂浆，玻化微珠及珍珠岩

无机保温砂浆。

[0018] 本发明还涉及现浇混凝土外墙保温加强型复合模板及其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9] 第一步：在保温芯材上开设加强筋槽。见图3

[0020] 第二步：在保温芯材的两面上分别复合上了界面砂浆层和保温防护层。并在面层

压入耐碱玻纤网格布。见图4

[0021] 第三步：在复合好的保温复合模板上开设加强件钻孔。见图5

[0022] 本发明还涉及现浇混凝土外墙保温加强型复合模板及其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3] 第一步：预安装内置木模板和保温复合模板，用支撑件和支撑垫块固定两模板内

部，用紧固螺杆拉紧固定两模板外部，在两模板间形成混凝土空腔层。见图2

[0024] 第二步：将加强件由保温复合模板外部，经钻孔插入空腔内5cm以上。

[0025] 第三步：在空腔内现浇筑混凝土层。

[0026] 第四步：在保温复合模板的保温防护层上做薄抹灰找平层并压入耐碱玻纤网格

布。

[0027] 第五步：在薄抹灰找平层玻纤网格布上压紧加强件后盖，并用自攻螺钉与加强件

尾部圆柱体做刚性连接。

[0028] 第六步：在薄抹灰找平层上，做抗裂砂浆层并压入网格布。

[0029] 第七步：进行腻子饰面层的装饰。

[0030] (三)有益效果

[0031] 本使用发明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32] 1.保温复合模板采用的是水泥聚合物粘结，没有金属物，减少了热桥问题，提高了

保温性能。

[0033] 2.连接加强件的增加，加强了保温复合模板与混凝土粘结层的结合力，提高了抗

剪切能力，结构更加稳固，使得饰面层不易脱落，同时也使粘结性增强；

[0034] 3.保温复合模板工厂集成化完成，降低了生产成本；

[0035] 4 .保温芯材被水泥聚合物紧密包裹不存在孔隙，增加了保温复合模板的防火性

能。

[0036] 5.改善了环境卫生

附图说明：

[0037]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2为本发明的现浇混凝土前的结构示意图

[0039] 图3为本发明保温芯材的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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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图4为本发明的保温复合模板结构示意图

[0041] 图5为本发明的保温复合模板结构示意图的俯视图(打孔部分)

[0042] 图6为本发明加强件的结构示意图

[0043] 图中：1.保温复合模板；2.混凝土；3加强件；

[0044] 4.加强件后压盖；5.薄抹灰找平层；6.耐碱玻纤网格布；

[0045] 7.抗裂抹面砂浆层；8.耐碱玻纤网格布；9.腻子层；

[0046] 10.饰面层；11.保温芯材；12.加强筋槽；

[0047] 13.界面粘接砂浆层；14.保温防护层；15.耐碱玻纤网格布；

[0048] 16.加强件钻孔；17.内置木模板；18.支撑件；

[0049] 19.支撑垫块；20.紧固螺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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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是本使用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

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

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51] 1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参见图1—6，现浇混凝土外墙保温加强型复合模板—免拆

模板，包括保温复合模板(1)和混凝土层(2)及加强件(3)辅助工具有内置木模板(17)，支撑

件(18)，支撑垫块(19)和紧固螺杆(20)，浇筑完成混凝土层硬化后，拆除紧固螺杆(20)内置

木模板(17)和支撑件(18)。保温复合模板(1)由保温芯材(11)，界面粘接砂浆层(13)，保温

防护层(14)  及耐碱玻纤网格布(15)经工厂流水线复合而成。保温芯材(11)以EPS、XEPS、 

XPS、SXPS、PU等保温性能好的材料为主，保温芯材(11)上设有加强筋槽(12)，槽宽8—10mm，

槽深3—5mm，槽中心间距为150mm加强筋槽增加了保温芯材和界面砂浆层及保温防护层的

粘接强度，提高了复合材料的抗剪切力和拉拔力，界面砂浆层和保温防护层上设有耐碱玻

纤网格布，增加了强度，用以在受到外部冲击时起保护作用。

[0052] 外墙保温复合模板的制备方法，见图3—5。包括以下步骤：

[0053] 第一步：在保温芯材(11)上开加强筋槽(12)。

[0054] 第二步：在保温芯材(11)上复合3—5mm厚的界面粘结砂浆(13)并压入耐碱玻纤网

格布(15)。

[0055] 第三步：在保温芯材(11)上的另一面复合20—50mm厚的聚苯颗粒保温砂浆或玻化

微珠、珍珠岩无机保温砂浆(14)并压入耐碱玻纤网格布(15)。

[0056] 第四步：在生产流水线上对复合好的保温复合模板做切边整形处理。

[0057] 第五步：在工厂生产流水线上对符合尺寸要求的保温复合模板做加强件钻孔(16)

直径ф12mm的钻孔处理。

[0058] 第六步：运至工地做现浇混凝土外墙保温加强型复合模板—免拆模板。

[0059] 预制现浇混凝土外墙保温加强型复合模板—免拆模板，先将保温复合模板  (1)和

内置木模板(17)，通过支撑件(18)和支撑垫块(19)做好内部空腔固定，再通过紧固螺杆

(20)由两模板外部拉紧固定。加强件(3)由钻孔(16) 从保温复合模板外部保温防护层(14)

的位置，穿过保温复合模板进入混凝土空腔内5cm以上，在空腔内进行混凝土的浇筑。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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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3)为塑料尼龙件，长度为100—240mm，其中尖头部直径为ф10mm，带倒刺的长度为100—

210mm，两圆盘直径为ф50mm，厚度为2.5—5mm，尾部圆柱体的直径为ф12mm，中心孔自攻钉

部位为直径ф2mm，长度为20—50mm。尖头带倒刺部位与浇筑混凝土层(2)紧密结合，尾部圆

盘紧压保温复合模板防护层(14)的外部，外部圆柱体被薄抹灰找平保温砂浆包裹，圆柱末

端口与压在薄抹灰找平层(5)上的耐碱玻纤网格布(6)上的加强件后压盖(4)，经自攻螺钉

连接，将薄抹灰找平层(5)、保温复合模板(1)和混凝土层(2)硬性连接成一体。每平方米6个

加强件的综合拉拔力大于9KN，加固了混凝土层，保温复合模板和薄抹灰找平层的牢固结

合。薄抹灰找平层(5)为20—30mm聚苯颗粒保温砂浆、玻化微珠及珍珠岩无机保温砂浆面层

复合耐碱玻纤网格布。在找平层(5)上设有3—5mm的抗裂抹面砂浆层(7)及耐碱玻纤网格布

(8)，用以过渡粘接腻子层(9)和饰面层  (10)。

[0060] 本发明还涉及现浇混凝土外墙保温加强型复合模板及其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1] 第一步：预安装内置木模板和保温复合模板，用支撑和支撑垫块固定两模板内部，

用紧固螺杆拉紧，固定两模板外部，在两模板间形成混凝土层空腔。

[0062] 第二步：将加强件由保温复合模板外部经钻孔插入空腔内5cm以上。

[0063] 第三步：在空腔内现浇筑混凝土层。

[0064] 第四步：拆除紧固螺杆(20)内置木模板(17)及支撑件(18)。

[0065] 第五步：在保温复合模板的保温防护层上做薄抹灰找平层并压入耐碱玻纤

[0066] 网格布。

[0067] 第六步：在薄抹灰找平层玻纤网格布上压紧加强件后盖，并用自攻螺钉与

[0068] 加强件尾部圆柱体做刚性连接。

[0069] 第七步：在薄抹灰找平层上，做抗裂砂浆层并压入网格布。

[0070] 第八步：进行腻子饰面层的装饰。

[0071] 2.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并不限制与本发明所述的实施例的范围内。本发明未详尽描

述的技术内容均为公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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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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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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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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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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