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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钢网膜保温装饰墙板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钢网膜保温装饰墙板

结构，包括沿着远离墙面基层方向依次设置的保

温板、抗裂砂浆层和装饰板，所述保温板和所述

墙面基层和所述抗裂砂浆层和所述装饰板之间

通过连接件连接，且所述抗裂砂浆层内设置有钢

网膜。本实用新型具有墙板结构具有良好的保温

性能的同时还具有良好的抗裂性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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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钢网膜保温装饰墙板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沿着远离墙面基层(1)方向依次设

置的保温板(2)、抗裂砂浆层(3)和装饰板(4)，所述保温板(2)和所述墙面基层(1)和所述抗

裂砂浆层(3)和所述装饰板(4)之间通过连接件(5)连接，且所述抗裂砂浆层(3)内设置有钢

网膜(3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网膜保温装饰墙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件(5)包括

工字型卡接件和预埋于抗裂砂浆层(3)或墙面基层(1)内的预埋件(51)，所述预埋件(51)开

设有槽口朝向保温板(2)或装饰板(4)的T形插槽(511)，且所述保温板(2)或所述装饰板(4)

开设有供所述卡接件穿过的穿孔(24)；

所述卡接件包括连接柱(52)和分别连接于连接柱(52)两端的矩形第一限位块(54)和

第二限位块(55)，所述卡接件依次穿过所述穿孔(24)和所述T形插槽(511)并转动后，所述

第一限位块(54)与所述T形插槽(511)的台阶处抵接，所述第二限位块(55)与所述保温板

(2)或所述装饰板(4)远离所述墙面基层(1)一侧抵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钢网膜保温装饰墙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T形插槽(511)的

槽底还预埋有限位件(53)，所述限位件(53)包括与所述T形插槽(511)的槽底固接的限位弹

簧(531)，所述限位弹簧(531)另一端固接有限位板(532)。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钢网膜保温装饰墙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装饰板(4)和所

述抗裂砂浆层(3)之间的连接件(5)的第二限位块(55)设置为装饰块。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网膜保温装饰墙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温板(2)包括

沿着远离所述墙面基层(1)方向依次设置的岩棉板(21)、聚氨酯保温板(22)和玻化微珠保

温板(2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网膜保温装饰墙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抗裂砂浆层(3)

由玻化微珠抗裂砂浆制得。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网膜保温装饰墙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温板(2)上端

面呈波纹状设置，下端面设置为与上端面配合拼接的波纹状。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网膜保温装饰墙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装饰板(4)上端

面呈波纹设置，下端面设置为与上端面配合拼接的波纹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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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钢网膜保温装饰墙板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装饰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钢网膜保温装饰墙板结

构。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建筑业的发展正处于鼎盛时期，  建筑能耗随之

不断增长。建筑外围护结构是建筑的边界，其主要功能是抵御自然界的风霜雨雪、太阳辐射

及其他外界不利因素的影响，对骨架起保护作用，并对室内环境起调节作用。墙面尤其是高

层建筑保温墙面受到压力或拉力时，  这些力的释放点均在板缝处，易造成板缝开裂等情

况，同时在极端恶劣的情况下负风压甚至会将保温板掀掉。因此，开发一种保温效果好且具

有良好的抗裂性的墙板是现有建筑领域的迫切要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具有良好的保温性能的同时还具有良好的抗裂性

能的银网膜保温装饰墙板结构。

[0004]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实用新型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钢网膜保

温装饰墙板结构，包括沿着远离墙面基层方向依次设置的保温板、抗裂砂浆层和装饰板，所

述保温板和所述墙面基层和所述抗裂砂浆层和所述装饰板之间通过连接件连接，且所述抗

裂砂浆层内设置有钢网膜。

[000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用时，通过连接件将保温板和墙面基层连接，然后涂抹

抗裂砂浆，然后将钢网膜压在抗裂砂浆内，继续涂抹抗裂砂浆，形成内部设置有钢网膜的抗

裂砂浆层，然后将装饰板和抗裂砂浆层通过连接件连接固定，形成银网膜保温装饰墙板结

构。保温板的设置使得墙板具有良好的保温性能，抗裂砂浆层和钢网膜的设置均增强墙板

的抗裂性能，使得墙板具有良好的保温性能的同时还具有良好的抗裂性能。

[0006]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连接件包括工字型卡接件和预埋于抗裂砂浆层或

墙面基层内的预埋件，所述预埋件开设有槽口朝向保温板或装饰板的T形插槽，且所述保温

板或所述装饰板开设有供所述卡接件穿过的穿孔；

[0007] 所述卡接件包括连接柱和分别连接于连接柱两端的矩形第一限位块和第二限位

块，所述卡接件依次穿过所述穿孔和所述T形插槽并转动后，所述第一限位块与所述T形插

槽的台阶处抵接，所述第二限位块与所述保温板或所述装饰板远离所述墙面基层一侧抵

接。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需要将装饰板和抗裂砂浆层或者将保温板与墙面基层连

接的时候，将工字型卡接件依次插入穿孔和T形插槽，然后转动工字型卡接件，使得第一限

位块与T形插槽的台阶处抵接，第二限位块与保温板或装饰板远离墙面基层一侧抵接，实现

保温板和墙面基层以及装饰板和抗裂砂浆层之间的连接固定。

[000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T形插槽的槽底还预埋有限位件，所述限位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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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述T形插槽的槽底固接的限位弹簧，所述限位弹簧另一端固接有限位板。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限位板和限位弹簧的设置使得卡接件处于限位槽内的时

候，第一限位块与固定板抵接，限位弹簧处于压缩状态防止卡接件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

下继续转动。

[001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装饰板和所述抗裂砂浆层之间的连接件的第二限

位块设置为装饰块。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装饰块的设置使得外漏的第二限位块与装饰板之间和谐

统一，起到装饰的效果。

[0013]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保温板包括沿着远离所述墙面基层方向依次设置

的岩棉板、聚氨酯保温板和玻化微珠保温板。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岩棉板不仅具有良好的保温性能，而且具有良好的绝热

防火性能，聚氨酯保温板具有良好的保温性能和抗冻融性能以及防水性能，最终保温板具

有良好的保温、防水和个人性能。

[0015]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抗裂砂浆层由玻化微珠抗裂砂浆制得。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岩棉板和玻化微珠保温层具有良好的保温效果，而且如

此设置可以与玻化微珠抗裂砂浆制得的抗裂砂浆层具有良好的相容性能。

[0017]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保温板上端面呈波纹状设置，下端面设置为与上

端面配合拼接的波纹状。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如此设置方便上下层保温板的拼接。

[001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装饰板上端面呈波纹设置，下端面设置为与上端

面配合拼接的波纹状。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如此设置方便上下装饰板的拼装。

[0021]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技术效果为：

[0022] 1、本实用新型中保温板的设置使得墙板具有良好的保温性能，抗裂砂浆层和钢网

膜的设置均增强墙板的抗裂性能，使得墙板具有良好的保温性能的同时还具有良好的抗裂

性能；

[0023] 2、本实用新型中连接件的设置可以将保温板和墙面基层、装饰板和抗裂砂浆层连

接固定，且操作方便；

[0024] 3、本实用新型中限位件的设置防止卡接件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继续转动，影

响保温板和墙面基层、装饰板和抗裂砂浆层之间的固定。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中体现保温板和墙面基层之间的连接关系示意图。

[0027] 图中，1、墙面基层；2、保温板；21、岩棉板；22、聚氨酯保温板；23、玻化微珠保温板；

24、穿孔；3、抗裂砂浆层；31、钢网膜；4、装饰板；5、连接件；51、预埋件；511、T形插槽；5111、

第一插槽；5112、第二插槽；52、连接柱；53、限位件；531、限位弹簧；532、限位板；54、第一限

位块；55、第二限位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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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9] 参照图1，为本实用新型公开的一种钢网膜保温装饰墙板结构，包括沿着远离墙面

基层1方向依次设置的保温板2、抗裂砂浆层3和装饰板4，保温板2和墙面基层1和抗裂砂浆

层3和装饰板4之间通过连接件5连接，且抗裂砂浆层3内设置有钢网膜31。保温板2和装饰板

4的上端面呈波纹设置，且，下端面设置为与上端面配合拼接的波纹状，方便上下保温板2和

装饰板4的拼装。使用时，通过连接件5将保温板2和墙面基层1连接，然后涂抹抗裂砂浆，然

后将钢网膜31压在抗裂砂浆内，继续涂抹抗裂砂浆，形成内部设置有钢网膜31的抗裂砂浆

层3，然后将装饰板4和抗裂砂浆层3通过连接件5连接固定，形成银网膜保温装饰墙板结构。

保温板2的设置使得墙板具有良好的保温性能，抗裂砂浆层3和钢网膜31的设置均增强墙板

的抗裂性能，使得墙板具有良好的保温性能的同时还具有良好的抗裂性能。

[0030] 保温板2包括沿着远离墙面基层1方向依次设置的岩棉板21、聚氨酯保温板22和玻

化微珠保温板23。岩棉板21不仅具有良好的保温性能，而且具有良好的绝热防火性能，聚氨

酯保温板22具有良好的保温性能和抗冻融性能以及防水性能，最终保温板2具有良好的保

温、防水和个人性能。

[0031] 考虑到远离墙面基层1一侧的保温板2为玻化微珠保温板23，为了保证保保温板2

与抗裂砂浆层3之间的有更好的相容性能，可以将抗裂砂浆层3更加稳定地涂在保温板2上，

抗裂砂浆层3由玻化微珠抗裂砂浆制得。如此设置不仅加强了保温板2和抗裂砂浆层3之间

的形容性能，而且岩棉板21和玻化微珠保温层具有良好的保温效果，提高墙体的保温性能。

抗裂砂浆层3与保温板2之间选用粘锚结合的方式进行固定，此为现有技术，本实施例中不

再详述。

[0032] 墙面基层1和保温板2之间以及抗裂砂浆层3与装饰板4之间的连接件5结构相同，

以下实施例中以墙面基层1和保温板2之间的连接为例进行详细阐述。

[0033] 如图1和图2所示，连接件5包括预埋于墙面基层1内的预埋件51和将预埋件51和保

温板2进行固定卡接的工字型卡接件，具体地，卡接件包括连接柱52和分别固接于连接柱52

两端的矩形第一限位块54和第二限位块55，预埋件51靠近保温板2一侧开设有供卡接件插

入的T形插槽511，具体地，T形插槽511包括槽口朝向保温板2的第一插槽5111和开设在第一

插槽5111槽底的第二插槽5112，第二插槽5112的槽口内径大于第一插槽5111的槽口内径。

在保温板2上贯穿开设有供卡接件插入的穿孔24，穿孔24与T形插槽511贯穿连接，第一插槽

5111和穿孔24的形状与第一限位块54和第二限位块55的形状相契合；卡接件插入穿孔24和

T形插槽511并转动后，连接柱52处于穿槽5111和第一插槽5111内，第一限位块54与第一插

槽5111和第二插槽5112连接处抵接，第二限位块55与保温板2远离墙面基层1一侧抵接，防

止卡接块与预埋件51和保温板2脱离，从而实现对预埋件51和保温板2的固定连接。

[0034] 需要将装饰板4和抗裂砂浆层3进行连接的时候，将保温板2与墙面基层1贴合，此

时穿孔24和T形插槽511贯穿连通，此时将工字型卡接件水平依次插入穿孔24和T形插槽

511，直至第二限位块55与保温板2抵接，此时第一限位块54处于第二插槽5112内，此时转动

工字型卡接件，使得第一限位块54与第一插槽5111和第二插槽5112连接处抵接，第二限位

块55与保温板2远离墙面基层1一侧抵接，将预埋件51和保温板2固定，从而将保温板2与墙

面基层1固定，而且操作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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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为了防止工字型卡接件转动，在T形插槽511的槽底还预埋有限位件53，限位件53

包括与T形插槽511的槽底固接的限位弹簧531，限位弹簧531另一端固接有限位板532。如此

设置，使得第一限位块54处于第二插槽5112内的时候，第一限位块54与固定板抵接，限位弹

簧531处于压缩状态防止第一限位块54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继续转动。

[0036] 装饰板4与抗裂砂浆层3之间的连接件5的连接方式与连接结构与保温板2和墙面

基层1之间的连接方式相同，不同之处在于，预埋件51预埋于抗裂砂浆层3内，且第二限位块

55与装饰板4抵接。此时，装饰板4和抗裂砂浆层3之间连接件5的第二限位块55处于外漏的

状态，故，此处的第二限位块55选用装饰块，从而也可以起到装饰的作用，保持与装饰板4的

和谐统一。

[0037] 本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将保温板2贴与墙面基层1上，使得T形插槽511和穿孔24

贯通连接，然后将转动工字型卡接件水平依次插入穿孔24和T形插槽511，转动工字型卡接

件，使得第一限位块54与第一插槽5111和第二插槽5112连接处抵接，第二限位块55与保温

板2远离墙面基层1一侧抵接，将预埋件51和保温板2固定，然后浇筑抗裂砂浆层3，且抗裂砂

浆层3和保温板2之间通过粘锚结合的方式固定，然后用连接件5通过相同的方法将装饰板4

和抗裂砂浆层3内的预埋件51进行固定。

[0038]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实用新

型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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