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1121682.1

(22)申请日 2017.11.1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989302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5.04

(73)专利权人 长治市海德瑞建筑节能技术有限

公司

地址 046011 山西省长治市城北东街97号

长治职业技术学院东北角考拉小镇12

号

(72)发明人 张平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市红荔专利代理有限公

司 44214

代理人 吝秀梅

(51)Int.Cl.

E04F 13/075(2006.01)

E04F 13/076(2006.01)

E04F 13/2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1526129 U,2010.07.14,

CN 202882126 U,2013.04.17,

CN 102051923 A,2011.05.11,

CN 204510701 U,2015.07.29,

CN 101302782 A,2008.11.12,

CN 201245910 Y,2009.05.27,

CN 105822034 A,2016.08.03,

CN 201972350 U,2011.09.14,

FR 2998602 A1,2014.05.30,

审查员 顾舒婷

 

(54)发明名称

一种新型建筑工程用保温防火一体化结构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新型建筑工程用保温防

火一体化结构，包括土建结构，所述土建结构的

外侧安装有保温层，所述保温层的内侧安装有备

衬板，所述备衬板与土建结构的左侧外壁相连，

所述保温层的内壁安装有固定螺栓，所述固定螺

栓的外壁套接有粘接砂浆，所述粘接砂浆与土建

结构的外壁相连。该新型建筑工程用保温防火一

体化结构，通过土建结构与保温层之间的配合，

使建筑主体的框架得到了保护，在保温层的作用

下，使整个主体的保温性能得到了提升，降低了

建筑主体的自身重量，避免了混凝土和水泥的浪

费，从而达到了节能减排的效果，保温层又能防

止雨水直接与建筑主体接触，避免建筑主体被雨

水冲刷降低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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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建筑工程用保温防火一体化结构，包括土建结构(1)，其特征在于：所述土

建结构(1)的外侧安装有保温层(2)，所述保温层(2)的内侧安装有备衬板(3)，所述备衬板

(3)与土建结构(1)的左侧外壁相连，所述保温层(2)的内壁安装有固定螺栓(4)，固定螺栓

(4)的外壁套接有粘接砂浆(15)，所述粘接砂浆(15)与土建结构(1)的外壁相连，固定螺栓

(4)的外侧设有硅酸钙板(5)，所述硅酸钙板(5)的外侧安装有竖龙骨(6)，所述竖龙骨(6)的

外壁安装有横框(13)，所述横框(13)的外壁安装有托板(14)，所述托板(14)的外侧设有钩

板(12)，所述钩板(12)与托板(14)搭接相连，所述钩板(12)的上表面安装有上压板(18)，所

述上压板(18)的上方设有钢夹板(17)，所述钢夹板(17)与竖龙骨(6)的外壁相连，所述托板

(14)的外壁安装有连接片(16)，所述连接板(16)的外侧设有保温装饰板(7)，所述保温装饰

板(7)之间设有板缝(11)，所述板缝(11)的内壁安装有泡沫棒(10)，所述泡沫棒(10)的外侧

安装有透气孔(9)，所述透气孔(9)的外侧安装有耐候胶缝(8)，所述耐候胶缝(8)的内壁安

装有泡沫棒(10)；所述土建结构(1)的外侧安装有平板插件(24)，所述平板插件(24)的外壁

安装有角码(25)，所述角码(25)的内壁安装有角码螺栓(26)，所述角码螺栓(26)的内侧设

有插板(28)，所述插板(28)的外壁与竖龙骨(6)的内壁相连，所述竖龙骨(6)的内侧安装有

竖龙骨埋板(29)，所述竖龙骨埋板(29)的外壁安装有支腿(30)，所述支腿(30)的外壁安装

有侧板(31)，所述侧板(31)的外壁与竖龙骨埋板(29)的外壁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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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建筑工程用保温防火一体化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工程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新型建筑工程用保温防火一体化结

构。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物外墙、车船外壁等设置保温装饰结构既环保，还带有节能的功能，已经普及

到日常建筑外装饰工程中。保温装饰结构，其核心保温部分是通过保温装饰板构成，保温装

饰板由于其做为块状，固定于龙骨上。现在实际使用中的外墙保温装饰板，部分金属件可直

接将空气热量往建筑保温性能较差的墙体传递，因此存在冷热桥现象，使得外墙保温隔热

性能大大下降在现有技术中，例如申请号为200920261764.0的发明专利包括基层墙体、龙

骨、固定螺钉、保温装饰板，保温装饰板附着在基层墙体上，另一面与龙骨固定连接，保温装

饰板安装在龙骨上，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外墙保温装饰板的内表面，除与龙骨固定连接面外，

铺有断热胶条，所述的保温装饰板端面为阶梯状企口，相邻两保温装饰板企口搭接在一起，

搭缝中涂敷有密封胶，该发明虽然结构简单，但是存在很多不足与缺陷，在现有设备中，找

平砂浆存在缺陷，保温装饰板会因自重而导致下沉，从而使整体的装饰保温效果难以得到

保证，另外龙骨的设置也存在缺陷，使保温装饰板不能调整距离，保温装饰板的平整度难以

得到保证，针对这些情况，为避免上述技术问题，确有必要提供一种新型建筑工程用保温防

火一体化结构以克服现有技术中的所述缺陷。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新型建筑工程用保温防火一体化结构，以解决上述背

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新型建筑工程用保温防火一体

化结构，包括土建结构，所述土建结构的外侧安装有保温层，所述保温层的内侧安装有备衬

板，所述备衬板与土建结构的左侧外壁相连，所述保温层的内壁安装有固定螺栓，所述固定

螺栓的外壁套接有粘接砂浆，所述粘接砂浆与土建结构的外壁相连，所述固定螺栓的外侧

设有硅酸钙板，所述硅酸钙板的外侧安装有竖龙骨，所述竖龙骨的外壁安装有横框，所述横

框的外壁安装有托板，所述托板的外侧设有钩板，所述钩板与托板搭接相连，所述钩板的上

表面安装有上压板，所述上压板的上方设有钢夹板，所述钢夹板与竖龙骨的外壁相连，所述

托板的外壁安装有连接片，所述连接板的外侧设有保温装饰板，所述保温装饰板之间设有

板缝，所述板缝的内壁安装有泡沫棒，所述泡沫棒的外侧安装有透气孔，所述透气孔的外侧

安装有耐候胶缝，所述耐候胶缝的内壁安装有泡沫棒。

[0005] 优选的，所述土建结构的外侧安装有平板插件，所述平板插件的外壁安装有角码，

所述角码的内壁安装有角码螺栓，所述角码螺栓的内侧设有插板，所述插板的外壁与竖龙

骨的内壁相连，所述竖龙骨的内侧安装有竖龙骨埋板，所述竖龙骨埋板的外壁安装有支腿，

所述支腿的外壁安装有侧板，所述侧板的外壁与竖龙骨埋板的外壁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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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优选的，所述托板的外壁外侧设有固定垫片。

[0007] 优选的，所述连接片的内侧设有钢插芯。

[0008] 优选的，所述横框的上表面安装有铝合金垫片。

[0009] 优选的，所述横框与上压板的交接处安装有尼龙垫片。

[0010] 优选的，所述竖龙骨的左侧外壁安装有导线。

[0011] 优选的，所述保温层的内壁安装有固定螺栓，所述固定螺栓与土建结构的内壁相

连。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3] 1 .本发明专利，通过土建结构与保温层之间的配合，使建筑主体的框架得到了保

护，在保温层的作用下，使整个主体的保温性能得到了提升，降低了建筑主体的自身重量，

避免了混凝土和水泥的浪费，从而达到了节能减排的效果，保温层又能防止雨水直接与建

筑主体接触，避免建筑主体被雨水冲刷降低使用寿命。

[0014] 2 .本发明专利，通过备衬板和保温层之间的配合，在硅酸盖板的作用下，使保温

层、备衬板和硅酸钙板形成一个整体，使保温层的整体得到了提升，在建筑工地施工时，往

往需要在现场切割和加工保温层，然后保温层质地松软，不利于工人的现场切合，在备衬板

和硅酸钙板的作用下，使其便于安装和切割，从而降低了操作难度，克服了安装工人的工作

疲劳。

[0015] 3.本发明专利，通过横框与竖龙骨之间的配合，在保温装饰板的作用下，使建筑主

体的外观得到了提升，使其更加美观，传统的建筑主体外墙多采用涂料滚涂，这种方法寿命

短，且易脏，在保温装饰板的作用下，其外表面跟根据需要加工成各种材质，以满足客户的

需要套，并且通过横框和竖龙骨之间的配合，使其能够快速更换，维修和养护。

[0016] 4.本发明专利，通过耐候胶缝与板缝之间的配合，使保温装饰板的内部不会被雨

水侵入，雨水会造成冻融循环，对建筑主体的伤害极大，在泡沫棒的作用下，使保温装饰板

之间的缝隙被填充，并在外壁打耐候胶缝，使其完全封闭，从而避免了雨水直接灌入，延长

了保温装饰板的使用寿命。

[0017] 5.本发明专利，通过钩板和托板之间的配合，使保温装饰板能够挂在横框上，并调

节水平方向的距离，使其能够滑动，在上压板的作用下，使其能够夹紧不会摇晃或者掉落，

从而起到了加固和防震的效果，使建筑主体的安全性得到了提升。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上压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角码螺栓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侧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中：1、土建结构，2、保温层，3、备衬板，4、固定螺栓，5、硅酸钙板，6、竖龙骨，7、保

温装饰板，8、耐候胶缝，9、透气孔，10、泡沫板，11、板缝，12、钩板，13、横框，14、托板，15、粘

接砂浆，16、连接件，17、钢夹板，18、上压板，19、尼龙垫片，20、固定螺栓，21、铝合金垫片，

22、固垫片，23、钢插芯，24、平板埋件，25、角码，26、角码螺栓，27、导线，28、插板，29、竖龙骨

埋板，30、支腿，31、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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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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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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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4] 请参阅图1-4，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新型建筑工程用保温防火一体化结

构，包括土建结构1，土建结构1的外侧安装有平板插件24，平板插件24为不锈钢材质，用于

安装竖龙骨6，平板插件24的外壁安装有角码25，角码25用于安装并固定竖龙骨6，角码25的

内壁安装有角码螺栓26，角码螺栓26的内侧设有插板28，插板28的材质为不锈钢材质，用于

安装并固定竖龙骨6，插板28的外壁与竖龙骨6的内壁相连，竖龙骨6的内侧安装有竖龙骨埋

板29，用于安装并固定竖龙骨6，竖龙骨埋板29的外壁安装有支腿30，支腿30为不锈钢材质，

用于安装并固定竖龙骨6，支腿30的外壁安装有侧板31，用于对支腿30进行加固，侧板31的

外壁与竖龙骨埋板29的外壁相连，用于安装并固定竖龙骨6，土建结构1的外侧安装有保温

层2，保温层2为岩棉，A级防火材料，使主体的性能得到了提升，保温层2的内壁安装有固定

螺栓20，固定螺栓20与土建结构1的内壁相连，保温层2的内侧安装有备衬板3，备衬板3为水

泥板，用于对保温层2进行加固，备衬板3与土建结构1的左侧外壁相连，保温层2的内壁安装

有固定螺栓4，固定螺栓4的外壁套接有粘接砂浆15，粘接砂浆15为保温层2专用砂浆，用于

粘接保温层2，粘接砂浆15与土建结构1的外壁相连，固定螺栓4的外侧设有硅酸钙板5，硅酸

钙板5材质为水泥树脂板，用于对保温层2进行固定，硅酸钙板5的外侧安装有竖龙骨6，竖龙

骨6为不锈钢材质，用于支撑和安装保温装饰板7，竖龙骨6的外壁安装有横框13，横框13为

铝合金材质，用于支撑和安装保温装饰板7，横框13与上压板18的交接处安装有尼龙垫片

19，用于加大摩擦，使横框13与上压板18连接的更加换紧凑，竖龙骨6的左侧外壁安装有导

线27，导线27用于将雷电传导入地面，达到避雷的效果，横框13的上表面安装有铝合金垫片

21，铝合金垫片21用于安装横框13时使用，横框13的外壁安装有托板14，用于支撑保温装饰

板7，托板14的外壁外侧设有固定垫片22，用于对托板14的连接进行加固，托板14的外侧设

有钩板12，钩板12为铝合金材质，用于连接托板14，钩板12与托板14搭接相连，钩板12的上

表面安装有上压板18，上压板18的材质为铝合金材质，用于加固钩板12和托板14的连接，上

压板18的上方设有钢夹板17，钢夹板17用于加固保温装饰板7与竖龙骨6之间的连接，钢夹

板17与竖龙骨6的外壁相连，托板14的外壁安装有连接片16，用于找平保温装饰板7与横框

13之间的缝隙和高低差，连接片16的内侧设有钢插芯23，用于横框13与竖龙骨6之间的连

接，连接板16的外侧设有保温装饰板7，为水泥树脂板氟碳喷涂内粘接保温板的一种复合

板，具有保温装饰一体化的效果，保温装饰板7之间设有板缝11，用于控制保温装饰板7的间

距，板缝11的内壁安装有泡沫棒10，泡沫棒10为PVC材质，用于缓解板与板之间的热胀冷缩，

泡沫棒10的外侧安装有透气孔9，透气孔9为PVC材质，用于将水蒸汽导出，透气孔9的外侧安

装有耐候胶缝8，耐候胶缝8为理石材质专用胶，用于密封板缝11，防止雨水侵入，耐候胶缝8

的内壁安装有泡沫棒10，用于填充板缝11，使雨水不会侵入板与板之间的缝隙，对横框13和

竖龙骨6造成腐蚀和氧化。

[0025] 在对建筑物主体进行外墙装饰工程施工时，应该先对主体所在地的现场进行勘

察，根据设计院出具的设计图纸进行，保温装饰板7和竖龙骨6与保温层2的提料工作，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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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框13与竖龙骨6之间的连接件全部预先提出，并交由采购部门整体采购，以免因材料不能

及时到场，致使施工延误，在准备工作进行完成后，安装工人可根据设计图纸和下料单对照

施工部位，对施工部位进行现场的放线工作，待放线工作结束后，由安装工人，在施工区域

意外的任意区域，进行现场的打样施工，以便承建方和委托方进行审查，经过审查方可依据

图纸施工，未能通过审查则要对施工方案进行修改，先对土建结构1进行打孔，将平板埋板

24安装在土建结构1上，通过支腿30和侧板31将竖龙骨6，连接并固定，竖龙骨6的垂直连接，

在竖龙骨6的内部安装钢插芯23，竖龙骨6之间安装横框13，在横框13的外壁安装托板14、钩

板12、连接片16、钢夹板17和上压板18，在保温装饰板7的侧边使用泡沫棒10填充并安装透

气孔9，打耐候胶缝8连接并固定，固定完成后撤掉嘴下层的托板14，在土建结构1上粘贴粘

接砂浆15，将保温层2粘接在土建结构上，完成安装。

[0026]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同轴”、“底部”、“一端”、“顶部”、“中部”、

“另一端”、“上”、“一侧”、“顶部”、“内”、“前部”、“中央”、“两端”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

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

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

本发明的限制。

[0027] 在本发明中，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设置”、“连接”、“固定”、

“旋接”等术语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成一体；可以

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两

个元件内部的连通或两个元件的相互作用关系，除非另有明确的限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员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28]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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