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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结合轻钢的SIP板式结构

装配式房屋体系，包括混凝土基础，预制的具有

优良的防火及保温性能的四周设有凹槽的SIP结

构墙板及屋面板，用于连接墙板与基础、墙板与

墙板、屋面板与屋面板之间型号为C89*38冷弯薄

壁C型轻钢龙骨，组合矩形轻钢屋面梁，填充于C

型龙骨凹槽内的保温岩棉。该房屋体系中预制

SIP墙板为主要的承重构件，C型龙骨轻钢龙骨主

要起连系作用，C型轻钢地龙骨采用地脚锚栓与

基础连接。本发明的目的是改进现有木质SIP板

式房屋及轻钢房屋体系的技术，提供一种安装方

便，效率高，整体性更好，安全可靠，经济效益佳

的装配式房屋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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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结合轻钢的SIP板式结构装配式房屋建筑，其特征在于：包括混凝土基础(1)，所

述的基础(1)上设有多块预制SIP结构墙板(4)，所述的基础(1)上沿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

板(4)中心线方向设有C型轻钢地龙骨(2)，所述的C型轻钢地龙骨(2)通过在基础(1)上设置

的预埋地脚锚栓(901、902)与基础(1)固定连接，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4)之间设有用于

连系的C型轻钢墙体龙骨(3)，所述的C型轻钢墙体龙骨(3)与所述的C型轻钢地龙骨(2)及所

述的基础(1)之间采用抗拔连接件(801、802)、龙骨螺钉(1101、1102)和连接件螺钉(10)连

接，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4)与所述的C型轻钢墙体龙骨(3)采用板螺钉(13)连接，所述

的预制SIP结构墙板(4)顶部设有预制SIP结构屋面板(6)，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6)底

部设有连接于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4)顶部的组合矩形轻钢屋面梁(5)，所述的预制SIP

结构屋面板(6)与所述的组合矩形轻钢屋面梁(5)之间采用L形连接件(16)及连接件螺钉

(10)连接，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6)之间设有用于连系的C型轻钢屋面龙骨(7)，所述

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6)与所述的C型轻钢屋面龙骨(7)采用板螺钉(13)连接，所述的C型

轻钢地龙骨(2)、所述的C型轻钢墙体龙骨(3)以及所述的C型轻钢屋面龙骨(7)C型槽内填充

保温岩棉(12)；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4)与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6)为性能优良的

防火型结构保温板，选择玻镁板(401a、601a)为覆面板，选择挤塑板(401b、601b)为保温芯

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结合轻钢的SIP板式结构装配式房屋建筑，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预制SIP结构墙板(4)，采用双组份聚氨酯胶水为粘接剂，在挤塑板(401b、601b)的正反两

面粘接玻镁板(401a、601a)，压机压制得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4)与所述的预制SIP结构

屋面板(6)，所述的挤塑板(401b、601b)可以替换为硬质聚苯乙烯泡沫板(EPS)、硬质聚氨酯

泡沫板(PU)以及高密度岩棉板作为保温芯材，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4)与所述的预制

SIP结构屋面板(6)四周设有凹槽用于与C型轻钢龙骨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结合轻钢的SIP板式结构装配式房屋建筑，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C型轻钢地龙骨(2)、所述的C型轻钢墙体龙骨(3)以及所述的C型轻钢屋面龙骨(7)为特定

型号C89*38冷弯薄壁C型轻钢龙骨，所述的C型轻钢地龙骨(2)用于将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

板(4)与所述的基础(1)连系起来，所述的C型轻钢墙体龙骨(3)用于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

板(4)与预制SIP结构墙板(4)之间的连系，所述的C型轻钢屋面龙骨(7)用于所述的预制SIP

结构屋面板(6)与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6)之间的连系。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结合轻钢的SIP板式结构装配式房屋建筑，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C型轻钢地龙骨(2)、所述的C型轻钢墙体龙骨与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4)之间

的C型槽内填充保温岩棉(12)，所述的C型轻钢屋面龙骨(7)与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

(6)之间的C型槽内填充保温岩棉(1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结合轻钢的SIP板式结构装配式房屋建筑，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组合矩形轻钢屋面梁(5)为两个冷弯薄壁U型轻钢通过龙骨螺钉(1101、1102)连接组合形

成。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5所述的结合轻钢的SIP板式结构装配式房屋建筑，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4)在房屋山墙顶部设置成与屋面坡向相同的三角形或梯形，

所述的组合矩形轻钢屋面梁(5)设置在两面山墙之间的顶部，通过蝶形连接件(15)及龙骨

螺钉(1003)与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4)连接，所述的组合矩形轻钢屋面梁(5)截面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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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一方与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6)垂直，所述的组合矩形轻钢屋面梁(5)截面长度

小的一方与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6)平行贴合，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6)与所述

的组合矩形轻钢屋面梁(5)之间采用L形连接件(16)及连接件螺钉(10)连接。

7.一种结合轻钢的SIP板式结构装配式房屋建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A、先将混凝土基础(1)现场浇筑，并沿预制SIP结构墙板(4)中心线方向预埋地脚锚栓

(901、902)；

B、取C型轻钢地龙骨(201)沿预制SIP结构墙板(4)中心线方向铺设，采用地脚锚栓

(901、902)与所述的基础(1)连接固定；

C、取第一根C型轻钢墙体龙骨(301)立于房屋L型角部，采用抗拔连接件(801)、地脚锚

栓(901)、龙骨螺钉(1101)及连接件螺钉(1001)与C型轻钢地龙骨(201)及基础(1)连接固

定；

D、取保温岩棉(1201)填充于C型轻钢地龙骨(201)C型槽内，取保温岩棉(1202)填充于C

型轻钢墙体龙骨(301)C型槽内；

E、取第一块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401)插接于C型轻钢地龙骨(201)以及C型轻钢墙

体龙骨(301)，并采用板螺钉(1301)将预制SIP结构墙板(401)与C型轻钢地龙骨(201)以及C

型轻钢墙体龙骨(301)连接；

F、取第二根C型轻钢墙体龙骨(302)立于房屋L型角部另一边，在填充保温岩棉(1204)

之前，采用龙骨螺钉(1102)将C型轻钢墙体龙骨(302)与第一块预制SIP结构墙板(401)连

接；

G、填充保温岩棉(1204)及保温岩棉(1205)、安装第二块预制SIP结构墙板(402)；

H、顺着第一块预制SIP结构墙板(401)以及第二块预制SIP结构墙板(402)方向依次按

顺序铺设固定C型轻钢地龙骨(2)，固定C型轻钢墙体龙骨(3)，填充保温岩棉(12)，安装预制

SIP结构墙板(4)，最终完成所有预制SIP结构墙板(4)的安装；

I、安装好的预制SIP结构墙板(4)顶部凹槽内填充保温岩棉(12)，采用C型轻钢墙体龙

骨(3)进行封口，用板螺钉与SIP结构墙板(4)连接；

J、安装权利要求6所述的组合矩形轻钢屋面梁(5)；

K、在屋脊角部铺设第一块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601)，采用L形连接件(16)及连

接件螺钉(10)与组合矩形轻钢屋面梁(5)连接，沿两个方向依次按序在SIP结构屋面板(6)

凹槽内填充保温岩棉(12)，插接C型轻钢屋面龙骨(7)并用板螺钉(13)固定，安装下一块预

制SIP结构屋面板(6)，最终完成所有预制SIP结构屋面板(6)的安装；

L、在所有外露的预制SIP结构墙板(4)以及预制SIP结构屋面板(6)的端部采用玻镁板

(14)进行封口，并采用板螺钉(13)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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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结合轻钢的SIP板式结构装配式房屋建筑及其建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为建筑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结合轻钢的SIP板式结构装配式房屋建筑

及其建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家对装配式建筑的大力提倡，以装配式混凝土、装配式轻钢结构，装配式木

结构形式为代表的建筑及建造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但装配式混凝土安装建造效率低，成

本较高；装配式轻钢结构需要先安装完成轻钢龙骨结构骨架，然后在墙体空腔中填充保温

材料，最后在墙体内外铺设墙板，现场施工周期较长，预制化程度不高；装配式木结构存在

防火防腐处理问题，另外也存在林木资源破坏、成本较高的问题。为了能实现房屋建筑更高

的工厂预制化生产，提高现场建造速度及降低建造难度，提高房屋的安全可靠性，降低总体

建设成本，需要结合现有的建造技术做出创新。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改进现有木质SIP板式房屋及轻钢房屋体系的技术，提供一种安

装方便，效率高，整体性更好，安全可靠，经济效益佳的装配式房屋建筑，本发明还提供了一

种该装配式房屋的建造方法。

[0004]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5] 一种结合轻钢的SIP板式结构装配式房屋建筑，包括混凝土基础，所述的基础上设

有多块预制SIP结构墙板，所述的基础上沿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中心线方向设有C型轻

钢地龙骨，所述的C型轻钢地龙骨采用所述的基础上设有的预埋地脚锚栓与所述的基础连

接，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之间设有用于连系的C型轻钢墙体龙骨，所述的C型轻钢墙体龙

骨与所述的C型轻钢地龙骨及所述的基础之间采用抗拔连接件、龙骨螺钉及连接件螺钉连

接，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与所述的C型轻钢墙体龙骨采用板螺钉连接，所述的预制SIP 

结构墙板顶部设有预制SIP结构屋面板，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底部设有连接于所述的

预制SIP结构墙板顶部的组合矩形轻钢屋面梁，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与所述的组合矩

形轻钢屋面梁之间采用L形连接件及连接件螺钉连接，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之间设有

用于连系的C型轻钢屋面龙骨，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与所述的C型轻钢屋面龙骨采用

板螺钉连接，所述的C型轻钢地龙骨、所述的C型轻钢墙体龙骨以及所述的C型轻钢屋面龙骨

C型槽内填充保温岩棉。

[0006] 如上所述的结合轻钢的SIP板式结构装配式房屋建筑，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与

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为性能优良的防火型结构保温板，选择玻镁板为覆面板，选择挤

塑板为保温芯材，采用双组份聚氨酯胶水为粘接剂，在挤塑板的正反两面粘接玻镁板，压机

压制得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与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所述的挤塑板可以替换为硬

质聚苯乙烯泡沫板(EPS)、硬质聚氨酯泡沫板  (PU)以及高密度岩棉板作为保温芯材，所述

的预制SIP结构墙板与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四周设有凹槽用于与C型轻钢龙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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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如上所述的结合轻钢的SIP板式结构装配式房屋建筑，所述的C  型轻钢地龙骨、所

述的C型轻钢墙体龙骨以及所述的C型轻钢屋面龙骨为特定型号C89*38冷弯薄壁C型轻钢龙

骨，所述的C型轻钢地龙骨用于将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与所述的基础连系起来，所述的 

C型轻钢墙体龙骨用于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与预制SIP结构墙板之间的连系，所述的C型

轻钢屋面龙骨用于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与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之间的连系。

[0008] 如上所述的结合轻钢的SIP板式结构装配式房屋建筑，所述的C  型轻钢地龙骨、所

述的C型轻钢墙体龙骨与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之间的C型槽内填充保温岩棉，所述的C型

轻钢屋面龙骨与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之间的C型槽内填充保温岩棉。

[0009] 如上所述的结合轻钢的SIP板式结构装配式房屋建筑，所述的组合矩形轻钢屋面

梁为两个冷弯薄壁U型轻钢通过龙骨螺钉连接组合形成。

[0010] 如上所述的结合轻钢的SIP板式结构装配式房屋建筑，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在

房屋山墙顶部设置成与屋面坡向相同的三角形或梯形，所述的组合矩形轻钢屋面梁设置在

两面山墙之间的顶部，通过蝶形连接件及龙骨螺钉与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连接，所述的

组合矩形轻钢屋面梁截面长度大的一方与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垂直，所述的组合矩

形轻钢屋面梁截面长度小的一方与所述的预制SIP  结构屋面板平行贴合，所述的预制SIP

结构屋面板与所述的组合矩形轻钢屋面梁之间采用L形连接件及连接件螺钉连接。

[0011] 一种结合轻钢的SIP板式结构装配式房屋建造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2] A、先将所述的混凝土基础现场浇筑，并沿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中心线方向预

埋地脚锚栓；

[0013] B、取所述的C型轻钢地龙骨沿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中心线方向铺设，采用所述

的地脚锚栓与所述的基础连接固定；

[0014] C、取第一根所述的C型轻钢墙体龙骨立于房屋L型角部，采用抗拔连接件、地脚锚

栓、龙骨螺钉及连接件螺钉与C型轻钢地龙骨及基础连接固定；

[0015] D、取所述的保温岩棉填充于C型轻钢地龙骨C型槽内，取保温岩棉填充于C型轻钢

墙体龙骨C型槽内；

[0016] E、取第一块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插接于C型轻钢地龙骨以及C型轻钢墙体龙

骨，并采用板螺钉将预制SIP结构墙板与C型轻钢地龙骨以及C型轻钢墙体龙骨连接；

[0017] F、取第二根所述的C型轻钢墙体龙骨立于房屋L型角部另一边，与第一根C型轻钢

墙体龙骨安装方法类似，在填充保温岩棉之前，采用龙骨螺钉将C型轻钢墙体龙骨与第一块

预制SIP结构墙板连接；

[0018] G、填充保温岩棉及保温岩棉、安装第二块预制SIP结构墙板，安装方法与第一块预

制SIP结构墙板类似；

[0019] H、顺着第一块预制SIP结构墙板以及第二块预制SIP结构墙板方向依次按顺序铺

设固定C型轻钢地龙骨，固定C型轻钢墙体龙骨，填充保温岩棉，安装预制SIP结构墙板，最终

完成所有预制SIP结构墙板的安装；

[0020] I、安装好的预制SIP结构墙板顶部凹槽内填充保温岩棉，采用C  型轻钢墙体龙骨

进行封口，用板螺钉与SIP结构墙板连接；

[0021] J、安装所述的组合矩形轻钢屋面梁；

[0022] K、在屋脊角部铺设第一块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采用L  形连接件及连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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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钉与组合矩形轻钢屋面梁连接，沿两个方向依次按序在SIP结构屋面板凹槽内填充保温

岩棉，插接C型轻钢屋面龙骨并用板螺钉固定，安装下一块预制SIP结构屋面板，最终完成所

有预制SIP结构屋面板的安装；

[0023] L、在所有外露的预制SIP结构墙板以及预制SIP结构屋面板的端部采用玻镁板进

行封口，并采用板螺钉固定。

[0024] 与现有技术技术相比，本发明有如下优点：

[0025] 1、本发明采用SIP结构墙板及SIP结构屋面板采用防火性能优良的玻镁板作为覆

面板，根据使用需要可选用多种保温及防火性能良好的保温芯材，复合形成的SIP墙板防火

保温、轻质高强、防水防腐，可直接作为建筑结构板。

[0026] 2、本发明选用的C型轻钢龙骨型号为89*38，双肋拱加强筋设计，与传统型材45mm

截面高度相比，可节省约10％的钢材。

[0027] 3、本发明采用C型轻钢结合保温岩棉填充的方式代替传统的木材，减少资源消耗，

钢材可回收再利用，更加环保。

[0028] 4、本发明采用的SIP墙板及屋面板，C型轻钢龙骨均可通过计算机辅助设计实现工

厂大批量加工定制，利于实现模块化生产。

[0029] 5、本发明SIP墙板作为主要的承重构件，轻钢龙骨主要起连系作用，用钢量大大减

少，建造方法中大大减少了轻钢构件的拼装工作，同时省去了现场人工填塞墙体芯材，覆盖

内外墙面板的工作时间，现场施工工期大为缩减且模块化程度更高。

[0030] 6、本发明工业化程度高，现场干法作业施工，安装简单，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

染，经济环保性能优良。

附图说明

[0031] 图1是本发明整体立体图；

[0032] 图2是本发明SIP结构墙板及屋面板结构分解图；

[0033] 图3是本发明SIP结构墙板及屋面板与轻钢龙骨的连接图；

[0034] 图4是本发明SIP结构墙板与基础连接图；

[0035] 图5是本发明SIP结构墙板与基础连接图；

[0036] 图6是本发明组合矩形轻钢屋面梁与SIP结构墙板的连接图；

[0037] 图7是本发明SIP结构屋面板与组合矩形轻钢屋面梁的连接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原理和特征进行描述，所举实例只用于解释本发明，并

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范围。

[0039] 术语所述“玻镁板”是以氧化镁，氯化镁，和水三元体系，经配置和加改性剂而制成

的，性能稳定的镁质胶凝材料，以中碱性玻纤网为增强材料，以轻质材料为填充物复合而成

的新型不燃性装饰材料。采用特殊生产工艺加工而成，具有防火、防水、无味、无毒、不冻、不

腐、不裂、不变、不燃、高强质轻、施工方便、使用寿命长等特点。

[0040] 术语所述“双组分聚氨酯胶水”一般由两个组分组成，混合后，发生交联反应，产生

固化产物，粘合强度大，满足结构粘合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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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本发明的建筑方法采用的是装配式的建筑方法，区别与传统的混凝土浇筑式的浇

筑方法，施工周期短、劳动强度低，施工过程没有扬尘、噪音等，十分环保。

[0042] 一种结合轻钢的SIP板式结构装配式房屋建筑，包括混凝土基础  1，所述的基础1

上设有多块预制SIP结构墙板4，所述的基础1上沿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4中心线方向设

有C型轻钢地龙骨2，所述的C型轻钢地龙骨2采用所述的基础1上设有的预埋地脚锚栓901、 

902与所述的基础1连接，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4之间设有用于连系的C型轻钢墙体龙骨

3，所述的C型轻钢墙体龙骨3与所述的C  型轻钢地龙骨2及所述的基础1之间采用抗拔连接

件801、802、龙骨螺钉1101、1102及连接件螺钉10连接，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  4与所述的

C型轻钢墙体龙骨3采用板螺钉13连接，所述的预制SIP  结构墙板4顶部设有预制SIP结构屋

面板6，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6底部设有连接于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4顶部的组合

矩形轻钢屋面梁5，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6与所述的组合矩形轻钢屋面梁5之间采用L

形连接件16及连接件螺钉10连接，所述的预制  SIP结构屋面板6之间设有用于连系的C型轻

钢屋面龙骨7，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6与所述的C型轻钢屋面龙骨7采用板螺钉13  连

接，所述的C型轻钢地龙骨2、所述的C型轻钢墙体龙骨3以及所述的C型轻钢屋面龙骨7C型槽

内填充保温岩棉12。

[0043] 如上所述的结合轻钢的SIP板式结构装配式房屋建筑，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4

与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6为性能优良的防火型结构保温板，选择玻镁板401a、601a为

覆面板，选择挤塑板401b、  601b为保温芯材，采用双组份聚氨酯胶水为粘接剂，在挤塑板

401b、  601b的正反两面粘接玻镁板401a、601a，压机压制得所述的预制SIP  结构墙板4与所

述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6，所述的挤塑板401b、601b可以替换为硬质聚苯乙烯泡沫板

(EPS)、硬质聚氨酯泡沫板(PU) 以及高密度岩棉板作为保温芯材，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

4与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6四周设有凹槽用于与C型轻钢龙骨连接。

[0044] 如上所述的结合轻钢的SIP板式结构装配式房屋建筑，所述的C  型轻钢地龙骨2、

所述的C型轻钢墙体龙骨3以及所述的C型轻钢屋面龙骨7为特定型号C89*38冷弯薄壁C型轻

钢龙骨，所述的C型轻钢地龙骨2用于将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4与所述的基础1连系起来，

所述的C型轻钢墙体龙骨3用于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4与预制SIP结构墙板4之间的连系，

所述的C型轻钢屋面龙骨7用于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6与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6

之间的连系。

[0045] 如上所述的结合轻钢的SIP板式结构装配式房屋建筑，所述的C  型轻钢地龙骨2、

所述的C型轻钢墙体龙骨与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4之间的C型槽内填充保温岩棉12，所述

的C型轻钢屋面龙骨7  与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6之间的C型槽内填充保温岩棉12。

[0046] 如上所述的结合轻钢的SIP板式结构装配式房屋建筑，所述的组合矩形轻钢屋面

梁5为两个冷弯薄壁U型轻钢通过龙骨螺钉1101、  1102连接组合形成。

[0047] 如上所述的结合轻钢的SIP板式结构装配式房屋建筑，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4

在房屋山墙顶部设置成与屋面坡向相同的三角形或梯形，所述的组合矩形轻钢屋面梁5设

置在两面山墙之间的顶部，通过蝶形连接件15及龙骨螺钉1003与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4

连接，所述的组合矩形轻钢屋面梁5截面长度大的一方与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6垂直，

所述的组合矩形轻钢屋面梁5截面长度小的一方与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6平行贴合，

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6与所述的组合矩形轻钢屋面梁5之间采用L形连接件16及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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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螺钉10连接。

[0048] 一种结合轻钢的SIP板式结构装配式房屋建造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9] A、先将所述的混凝土基础1现场浇筑，并沿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4中心线方向

预埋地脚锚栓901、902；

[0050] B、取所述的C型轻钢地龙骨201沿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4  中心线方向铺设，采

用所述的地脚锚栓901、902与所述的基础1连接固定；

[0051] C、取第一根所述的C型轻钢墙体龙骨301立于房屋L型角部，采用抗拔连接件801、

地脚锚栓901、龙骨螺钉1101及连接件螺钉  1001与C型轻钢地龙骨201及基础1连接固定；

[0052] D、取所述的保温岩棉1201填充于C型轻钢地龙骨201C型槽内，取保温岩棉1202填

充于C型轻钢墙体龙骨301C型槽内；

[0053] E、取第一块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4插接于C型轻钢地龙骨  201以及C型轻钢墙

体龙骨301，并采用板螺钉1301将预制SIP结构墙板4与C型轻钢地龙骨201以及C型轻钢墙体

龙骨301连接；

[0054] F、取第二根所述的C型轻钢墙体龙骨302立于房屋L型角部另一边，与第一根C型轻

钢墙体龙骨301安装方法类似，在填充保温岩棉1204之前，采用龙骨螺钉1102将C型轻钢墙

体龙骨302与第一块预制SIP结构墙板4连接；

[0055] G、填充保温岩棉1204及保温岩棉1205、安装第二块预制SIP  结构墙板4，安装方法

与第一块预制SIP结构墙板类似；

[0056] H、顺着第一块预制SIP结构墙板4以及第二块预制SIP结构墙板4方向依次按顺序

铺设固定C型轻钢地龙骨2，固定C型轻钢墙体龙骨3，填充保温岩棉12，安装预制SIP结构墙

板4，最终完成所有预制SIP结构墙板4的安装；

[0057] I、安装好的预制SIP结构墙板4顶部凹槽内填充保温岩棉12，采用C型轻钢墙体龙

骨3进行封口，用板螺钉与SIP结构墙板4连接；

[0058] J、安装所述的组合矩形轻钢屋面梁5，在两面山墙之间的顶部，通过蝶形连接件15

及龙骨螺钉1003将合矩形轻钢屋面梁5与安装完成的SIP结构墙板4连接；

[0059] K、在屋脊角部铺设第一块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6，采用  L形连接件16及连接

件螺钉10与组合矩形轻钢屋面梁5连接，沿两个方向依次按序在SIP结构屋面板6凹槽内填

充保温岩棉12，插接C  型轻钢屋面龙骨7并用板螺钉13固定，安装下一块预制SIP结构屋面

板6，最终完成所有预制SIP结构屋面板6的安装；

[0060] L、在所有外露的预制SIP结构墙板4以及预制SIP结构屋面板  6的端部采用玻镁板

14进行封口，并采用板螺钉13固定。

[0061] 本发明是一种创新型发明。本发明改进了现有一些装配式建筑体系及建造方式，

大大提高了房屋建造的工业化水平，降低了现场建造的难度，实现了快速建造安全可靠，经

济效益良好的装配式房屋的目的。

[0062] 【实施例】

[0063] 一种结合轻钢的SIP板式结构单层房屋

[0064] (1)预制SIP结构墙板及屋面板：如图2所示，选择10mm厚玻镁板401a、601a为覆面

板，选择90mm厚挤塑板401b、601b为保温芯材，采用双组份聚氨酯胶水为粘接剂，在挤塑板

401b、601b的正反两面粘接玻镁板401a、601a，压机压制得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墙板4与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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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6。

[0065] (2)预制C型轻钢龙骨及组合矩形轻钢屋面梁：根据设计，采用厚度为1.0mm的镀铝

锌钢板制得型号为40*90的组合矩形轻钢屋面梁5以及型号为89*38的C型轻钢地龙骨2、C型

轻钢墙体龙骨3  及C型轻钢屋面龙骨7。

[0066] (3)现场浇筑混凝土基础：根据图纸设计，现场浇筑混凝土基础1，并沿设计墙体中

心线预埋地脚锚栓901、902。

[0067] (4)安装SIP结构墙板：

[0068] 1)如图4所示，取C型轻钢地龙骨201沿设计墙体中心线方向铺设，采用地脚锚栓

901、902与混凝土基础1连接固定；

[0069] 2)取第一根所述的C型轻钢墙体龙骨301立于房屋L型角部，采用抗拔连接件801、

地脚锚栓901、龙骨螺钉1101及连接件螺钉  1001与C型轻钢地龙骨201及混泥土基础1连接

固定；

[0070] 3)取保温岩棉1201填充于C型轻钢地龙骨201C型槽内，取保温岩棉1202填充于C型

轻钢墙体龙骨301C型槽内；

[0071] 4)取第一块预制SIP结构墙板4插接于C型轻钢地龙骨201以及C型轻钢墙体龙骨

301，并采用板螺钉1301将预制SIP结构墙板4  与C型轻钢地龙骨201以及C型轻钢墙体龙骨

301连接；

[0072] 5)取第二根C型轻钢墙体龙骨302立于房屋L型角部另一边，与第一根C型轻钢墙体

龙骨301安装方法类似，在填充保温岩棉1204  之前，采用龙骨螺钉1102将C型轻钢墙体龙骨

302与第一块预制SIP 结构墙板4连接；

[0073] 6)填充保温岩棉1204及保温岩棉1205、安装第二块预制SIP  结构墙板4，安装方法

与第一块预制SIP结构墙板类似；

[0074] 7)顺着第一块预制SIP结构墙板4以及第二块预制SIP结构墙板4方向依次按顺序

铺设固定C型轻钢地龙骨2，固定C型轻钢墙体龙骨3，填充保温岩棉12，安装预制SIP结构墙

板4，最终完成所有预制SIP结构墙板4的安装；

[0075] 8)安装好的预制SIP结构墙板4顶部凹槽内填充保温岩棉12，采用C型轻钢墙体龙

骨3进行封口，用板螺钉与SIP结构墙板4连接；

[0076] (5)安装SIP结构屋面板：

[0077] 1)如图6所示，在两面山墙之间的顶部，通过蝶形连接件15及龙骨螺钉1003将合矩

形轻钢屋面梁5与安装完成的SIP结构墙板4 连接；

[0078] 2)如图7所示，在屋脊角部铺设第一块所述的预制SIP结构屋面板6，采用L形连接

件16及连接件螺钉10与组合矩形轻钢屋面梁  5连接，沿两个方向依次按序在SIP结构屋面

板6凹槽内填充保温岩棉12，插接C型轻钢屋面龙骨7并用板螺钉13固定，安装下一块预制

SIP结构屋面板6，最终完成所有预制SIP结构屋面板6的安装；

[0079] (6)端部封口及门窗安装：在所有外露的预制SIP结构墙板4 以及预制SIP结构屋

面板6的端部采用玻镁板14进行封口，并采用板螺钉13固定，在预留门窗洞口处安装门窗，

完成单层房屋主体结构施工。

[0080] (7)进行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完成单层房屋整体施工。

[0081] 表1实施例相关性能数据建筑面积8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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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2]

[0083]

[0084] 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

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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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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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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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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