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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现浇

混凝土保温系统，所述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内侧

浇筑有基层墙体，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的外侧设

置有找平层，找平层的外侧设置有抗裂抹面层，

且连接件的尾部伸入抗裂抹面层中，连接件的尾

部伸入基层墙体中，钢丝网架架聚苯板的另一侧

设置有防护层，钢丝网架聚苯板包括钢丝网架复

合外模板体、钢丝网架，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体

的正反两面均设置有开槽。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

钢网复合模板现浇混凝土保温系统的制备方法。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钢网复合模板现浇混凝土

保温系统的安装方法。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

果：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体的正反两面均设置有

开槽，增加砂浆的附着力；解决保温层脱落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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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现浇混凝土保温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基层墙体（1）、钢

丝网架复合外模板（2）、找平层（3）、抗裂抹面层、连接件（6）和饰面层（7），所述钢丝网架复

合外模板（2）内侧浇筑有基层墙体（1），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2）的外侧设置有找平层（3），

找平层（3）的外侧设置有抗裂抹面层，抗裂抹面层的外侧设置有饰面层（7），且连接件（6）的

尾部伸入抗裂抹面层中，连接件（6）的尾部伸入基层墙体（1）中，所述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

（2）包括钢丝网架架聚苯板（2.1）、界面砂浆（2.2）和防护层（2.3），钢丝网架架聚苯板（2.1）

的一侧设置有界面砂浆（2.2），钢丝网架架聚苯板（2.1）的另一侧设置有防护层（2.3），钢丝

网架聚苯板（2.1）包括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体（2.1.1）、钢丝网架（2.1.2），钢丝网架复合外

模板体（2.1.1）的正反两面均设置有开槽（2.1.3），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体（2.1.1）上设置

有钢丝网架（2.1.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现浇混凝土保温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2）为永久性模板。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现浇混凝土保温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基层墙体（1）为现浇混凝土墙体；抗裂砂浆为膨胀玻化微珠砂浆，厚度为20mm。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现浇混凝土保温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抗裂抹面层包括抗裂砂浆（4）和复合耐碱网格布（5）。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现浇混凝土保温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通过钢丝网架（2.1.2）及连接件（6）与基层墙体（1）内的混凝土构件牢固连接在一起。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现浇混凝土保温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钢丝网架聚苯板（2.1）采用挤塑聚苯板（XPS）或者石墨挤塑聚苯板（SXPS）做为保温材料。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现浇混凝土保温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钢丝网架（2.1.2）上设有多组垂直于钢丝网架（2.1.2）的腹丝组，腹丝组包括相互交叉形成

“X”形的第一腹丝和第二腹丝，腹丝贯穿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体（2.1.1），同一腹丝组的第

一腹丝和第二腹丝的交点位于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体（2.1.1）内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现浇混凝土保温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连接件（6）包括锚头（6.1）、中空锚杆体（6.2）、限位套（6.3）、端盖（6.4）、螺母（6.5）、凸起

（6.6），中空锚杆体（6.2）的底部可拆卸的连接有锚头（6.1），锚头（6.1）和中空锚杆体（6.2）

的外壁上均设置有凸起（6.6），中空锚杆体（6.2）上开设有竖向槽（6.7），竖向槽（6.7）与中

空锚杆体（6.2）的内腔连通，竖向槽（6.7）沿中空锚杆体（6.2）的长度方向设置，中空锚杆体

（6.2）的上部自上而下依次设置有螺母（6.5）、端盖（6.4）、限位套（6.3），限位套（6.3）为弹

性限位套（6.3），其套设在中空锚杆体（6.2）上，中空锚杆体（6.2）的上部设置有螺纹，螺母

（6.5）与中空锚杆体（6.2）螺纹连接，端盖（6.4）夹持在螺母（6.5）、限位套（6.3）之间。

9.一种钢网复合模板现浇混凝土保温系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包

括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的制备方法，所述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1、把双面开槽挤塑板放入机械平台上面；

S2、把网片放入挤塑板上面，进行斜插钢丝，密度80-90根/平方米斜插钢丝与网片夹角

60±5°度，穿透挤塑板≥35mm；

S3、将插好钉的挤塑板喷洒一边洁面剂，增加附着力；

S4、把加水搅拌均匀的混合砂浆玻化微珠浆料注入板的上面，厚度15mm，然后铺设一层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9113193 A

2



耐酸耐碱防裂抗老化的玻纤网一层，再进行注浆一次5mm，压实面平然后成品上架、养护一

周稳定后、装车出厂进入工地。

10.一种钢网复合模板现浇混凝土保温系统的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以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为永久性模板，内侧浇注混凝土，拆模后复合板外侧做找平层、抹面

层及饰面层，通过钢丝网架腹丝及连接件与混凝土构件牢固连接在一起的保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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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网复合模板现浇混凝土保温系统及制备方法和安装方法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一种钢网复合模板现浇混凝土保温系统及制备方法和安装方法，属于

外墙保温系统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3] 外墙保温，是由聚合物砂浆、玻璃纤维网格布、阻燃型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EPS）

或挤塑板（XPS）等材料复合而成，集保温、防水、饰面等功能于一体。现场粘结施工，是满足

当前房屋建筑节能需求，提高工业与民用建筑外墙保温水平的优选材料，也是对既有建筑

节能改造的首先材料。现在市场上广泛应用的粘接EPS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和聚苯板颗粒

浆体保温两类技术。外墙保温出现墙面问题的时间，一般会在施工完毕后一段时间，或经冬

夏气温循环变化后出现，其隐藏的质量或施工问题引发了这些问题。一般来说会出现如下

问题。一、保温层脱落。因为使用材料的质量问题、施工过程不注意等原因，外墙钢丝网架复

合外模板材容易出现移位、空鼓、脱落，浆体保温层存在空鼓和脱落。如果没有及时处理，墙

面的保温效果会大打折扣。

发明内容

[0004] 根据以上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为解决上述问题之一，

提供一种钢网复合模板现浇混凝土保温系统及制备方法和安装方法。

[0005] 本发明所述的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现浇混凝土保温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基层

墙体、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找平层、抗裂抹面层、连接件和饰面层，所述钢丝网架复合外模

板内侧浇筑有基层墙体，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的外侧设置有找平层，找平层的外侧设置有

抗裂抹面层，抗裂抹面层的外侧设置有饰面层，且连接件的尾部伸入抗裂抹面层中，连接件

的尾部伸入基层墙体中，所述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包括钢丝网架架聚苯板、界面砂浆和防

护层，钢丝网架架聚苯板的一侧设置有界面砂浆，钢丝网架架聚苯板的另一侧设置有防护

层，钢丝网架聚苯板包括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体、钢丝网架，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体的正反

两面均设置有开槽，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体上设置有钢丝网架。

[0006] 所述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为永久性模板。

[0007] 所述基层墙体为现浇混凝土墙体；抗裂砂浆为膨胀玻化微珠砂浆，厚度为20mm。

[0008] 所述抗裂抹面层包括抗裂砂浆和复合耐碱网格布。

[0009] 所述通过钢丝网架及连接件与基层墙体内的混凝土构件牢固连接在一起。

[0010] 所述钢丝网架聚苯板采用挤塑聚苯板（XPS）或者石墨挤塑聚苯板（SXPS）做为保温

材料。

[0011] 所述钢丝网架上设有多组垂直于钢丝网架的腹丝组，腹丝组包括相互交叉形成

“X”形的第一腹丝和第二腹丝，腹丝贯穿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体，同一腹丝组的第一腹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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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腹丝的交点位于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体内部。

[0012] 所述连接件包括锚头、中空锚杆体、限位套、端盖、螺母、凸起，中空锚杆体的底部

可拆卸的连接有锚头，锚头和中空锚杆体的外壁上均设置有凸起，中空锚杆体上开设有竖

向槽，竖向槽与中空锚杆体的内腔连通，竖向槽沿中空锚杆体的长度方向设置，中空锚杆体

的上部自上而下依次设置有螺母、端盖、限位套，限位套为弹性限位套，其套设在中空锚杆

体上，中空锚杆体的上部设置有螺纹，螺母与中空锚杆体螺纹连接，端盖夹持在螺母、限位

套之间。

[0013]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钢网复合模板现浇混凝土保温系统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包括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的制备方法，所述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

步骤：

S1、把双面开槽挤塑板放入机械平台上面；

S2、把网片放入挤塑板上面，进行斜插钢丝（腹丝）密度80-90根/平方米斜插钢丝与网

片夹角60±5°度，穿透挤塑板(距板面垂直距离)≥35mm；

S3、将插好钉的挤塑板喷洒一边洁面剂，增加附着力；

S4、把加水搅拌均匀的混合砂浆玻化微珠浆料注入板的上面，厚度15mm，然后铺设一层

耐酸耐碱防裂抗老化的玻纤网一层，再进行注浆一次5mm，压实面平然后成品上架、养护一

周稳定后、装车出厂进入工地。

[0014]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钢网复合模板现浇混凝土保温系统的安装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以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为永久性模板，内侧浇注混凝土，拆模后复合板外侧做找平层、

抹面层及饰面层，通过钢丝网架腹丝及连接件与混凝土构件牢固连接在一起的保温系统。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本发明所述的钢网复合模板现浇混凝土保温系统及制备方法和安装方法，适用于民用

与工业建筑的柱、梁、外墙、采暖空间与非采暖空间的楼板等现浇混凝土节能工程；钢丝网

架复合外模板体的正反两面均设置有开槽，增加砂浆的附着力；所述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

为永久性模板，所述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内侧浇筑有基层墙体，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为单

层楼层等高，且连接件的尾部伸入抗裂抹面层中，连接件的尾部伸入基层墙体中，所述通过

钢丝网架及连接件与基层墙体内的混凝土构件牢固连接在一起，解决保温层脱落的问题；

本发明所实用的连接件包括锚头、中空锚杆体、限位套、端盖、螺母、凸起，中空锚杆体的底

部可拆卸的连接有锚头，锚头和中空锚杆体的外壁上均设置有凸起，中空锚杆体上开设有

竖向槽，竖向槽与中空锚杆体的内腔连通，竖向槽沿中空锚杆体的长度方向设置，中空锚杆

体的上部自上而下依次设置有螺母、端盖、限位套，限位套为弹性限位套，其套设在中空锚

杆体上，中空锚杆体的上部设置有螺纹，螺母与中空锚杆体螺纹连接，端盖夹持在螺母、限

位套之间，连接更加可靠。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现浇混凝土保温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的结构示意图；

图3为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体的结构示意图；

图4为连接件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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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图中：1、基层墙体  2、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  2.1、钢丝网架聚苯板  2.1.1、钢丝网

架复合外模板体  2.1.2、钢丝网架  2.1.3、开槽  2.2、界面砂浆  2.3、防护层  3、找平层  4、

抗裂砂浆  5、复合耐碱网格布  6、连接件  6.1、锚头  6.2、中空锚杆体  6.3、限位套  6.4、端

盖  6.5、螺母  6.6、凸起  6.7、竖向槽  7、饰面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

以下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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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9] 实施例一

如图1-4所示，所述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现浇混凝土保温系统，包括基层墙体1、钢丝网

架复合外模板2、找平层3、抗裂抹面层、连接件6和饰面层7，所述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2内侧

浇筑有基层墙体1，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2的外侧设置有找平层3，找平层3的外侧设置有抗

裂抹面层，抗裂抹面层的外侧设置有饰面层7，且连接件6的尾部伸入抗裂抹面层中，连接件

6的尾部伸入基层墙体1中，所述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2包括钢丝网架架聚苯板2.1、界面砂

浆2.2和防护层2.3，钢丝网架架聚苯板2.1的一侧设置有界面砂浆2.2，钢丝网架架聚苯板

2.1的另一侧设置有防护层2.3，钢丝网架聚苯板2.1包括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体2.1.1、钢

丝网架2.1.2，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体2.1.1的正反两面均设置有开槽2.1.3，钢丝网架复合

外模板体2.1.1上设置有钢丝网架2.1.2。

[0020] 本实施例中，所述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2为永久性模板；所述基层墙体1为现浇混

凝土墙体；抗裂砂浆为膨胀玻化微珠砂浆，厚度为20mm；所述抗裂抹面层包括抗裂砂浆4和

复合耐碱网格布5；所述通过钢丝网架2.1.2及连接件6与基层墙体1内的混凝土构件牢固连

接在一起；所述钢丝网架聚苯板2.1采用挤塑聚苯板XPS或者石墨挤塑聚苯板SXPS做为保温

材料；所述钢丝网架2.1.2上设有多组垂直于钢丝网架2.1.2的腹丝组，腹丝组包括相互交

叉形成“X”形的第一腹丝和第二腹丝，腹丝贯穿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体2.1.1，同一腹丝组

的第一腹丝和第二腹丝的交点位于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体2.1.1内部；所述连接件6包括锚

头6.1、中空锚杆体6.2、限位套6.3、端盖6.4、螺母6.5、凸起6.6，中空锚杆体6.2的底部可拆

卸的连接有锚头6.1，锚头6.1和中空锚杆体6.2的外壁上均设置有凸起6.6，中空锚杆体6.2

上开设有竖向槽6.7，竖向槽6.7与中空锚杆体6.2的内腔连通，竖向槽6.7沿中空锚杆体6.2

的长度方向设置，中空锚杆体6.2的上部自上而下依次设置有螺母6.5、端盖6.4、限位套

6.3，限位套6.3为弹性限位套6.3，其套设在中空锚杆体6.2上，中空锚杆体6.2的上部设置

有螺纹，螺母6.5与中空锚杆体6.2螺纹连接，端盖6.4夹持在螺母6.5、限位套6.3之间。

[0021] 所述界面砂浆2.2，用于改善聚苯板表面粘结性能的聚合物水泥砂浆。

[0022] 所述膨胀玻化微珠砂浆，以膨胀玻化微珠、无机胶凝材料、添加剂、填料等混合而

成的干混砂浆。用于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工厂制作的防护层及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外侧现

场找平层。

[0023] 所述抗裂砂浆，由高分子聚合物、水泥、砂为主要材料配制而成的具有良好抗裂能

力和粘结性能的聚合物砂浆。

[0024] 所述耐碱玻纤网布为表面经高分子材料涂覆处理的具有耐碱功能的玻璃纤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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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网格布。

[0025] 所述涂料饰面为柔性耐水腻子、涂料。

[0026] 所述面砖饰面为饰面砖、粘接砂浆、勾缝料。

[0027] 所述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2的长度≤3000mm；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2的宽度为

600mm或者1200mm；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2的的厚度为60mm、70mm、75mm、80mm、85mm、90mm、

100mm。

[0028]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钢网复合模板现浇混凝土保温系统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包括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的制备方法，所述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

步骤：

S1、把双面开槽挤塑板放入机械平台上面；

S2、把网片放入挤塑板上面，进行斜插钢丝（腹丝）密度80-90根/平方米斜插钢丝与网

片夹角60±5°度，穿透挤塑板(距板面垂直距离)≥35mm；

S3、将插好钉的挤塑板喷洒一边洁面剂，增加附着力；

S4、把加水搅拌均匀的混合砂浆玻化微珠浆料注入板的上面，厚度15mm，然后铺设一层

耐酸耐碱防裂抗老化的玻纤网一层，再进行注浆一次5mm，压实面平然后成品上架、养护一

周稳定后、装车出厂进入工地。

[0029]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钢网复合模板现浇混凝土保温系统的安装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以钢丝网架复合外模板为永久性模板，内侧浇注混凝土，拆模后复合板外侧做找平层、

抹面层及饰面层，通过钢丝网架腹丝及连接件与混凝土构件牢固连接在一起的保温系统。

[0030] 试验方法：

标准试验环境为空气温度（23±2）℃，相对湿度（50±10）%。在非标准试验环境下试验

时，应记录温度和相对湿度。试样尺寸、数量和取样方法相应规定进行。

[0031] 钢网复合模板现浇混凝土保温系统，按JGJ144的规定进行。

[0032] 钢网复合模板现浇混凝土保温系统性能如下：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以及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

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

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

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

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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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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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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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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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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