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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是关于一种装配式复合GRC墙板及其

制备方法，其制备方法包括：将3D织物表面涂塑

处理，并与柔性锚杆连接，置于模具中，浇注或喷

射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得到GRC面板；其中，柔

性锚杆与背附钢架的龙骨连接；将所述的GRC面

板养护至表面硬化，将定位引导杆插入背附钢架

的定位孔中；将保温层根据定位引导杆的位置进

行打孔处理，通过界面粘接剂与所述的GRC面板

粘接；将GRC封闭层根据定位引导杆的位置进行

打孔处理，通过界面粘接剂与所述的保温层粘

接；将所述的定位引导杆取出，在所述的定位孔

中插入圆盘锚栓并拧紧固定，得到装配式复合

GRC墙板。本发明装配式复合GRC墙板，具有自重

轻、用钢量省、装配化程度高等优点，集保温、防

火、装饰多功能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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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装配式复合GRC墙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其包括：

将3D织物表面涂塑处理，形成三维间隔立体网格状，并与柔性锚杆连接，置于模具中，

浇注或喷射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得到GRC面板；其中，所述的柔性锚杆与背附钢架的龙骨

连接；

将所述的GRC面板养护至表面硬化，将定位引导杆插入所述的背附钢架的定位孔中；

将保温层根据定位引导杆的位置进行打孔处理，通过界面粘接剂与所述的GRC面板粘

接；

将GRC封闭层根据定位引导杆的位置进行打孔处理，通过界面粘接剂与所述的保温层

粘接；

将所述的定位引导杆取出，在所述的定位孔中插入圆盘锚栓并拧紧固定，得到装配式

复合GRC墙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复合GRC墙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3D织物

与柔性锚杆通过绑扎或内插连接；

所述的柔性锚杆为L形或T形；

所述的柔性锚杆预先与背附钢架的龙骨采用焊接或铰接连接；

所述的背附钢架截面为槽形、回形或L形，端面或侧面设置装配式连接点或连接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复合GRC墙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聚合物

改性水泥砂浆的组分，以重量百分比计，其包括：

水泥：40-50％；

细砂：40-50％；

聚合物：3-10％；

减水剂：1.2-1.5％；

消泡剂：0.08-0.1％；

所述的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的流动度大于等于220mm，硬化后的GRC面板抗弯强度大于

等于25MPa。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复合GRC墙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保温层

为岩棉、玻璃棉、无机保温砂浆、发泡陶瓷或泡沫混凝土。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复合GRC墙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GRC封闭

层采用GRC喷射成型而得；

所述的GRC封闭层的组分，其重量百分比计，其包括：

水泥：30-40％；

砂：40-60％；

消泡剂：0.1-0.5％；

减水剂：0.2-0.6％；

偏高岭土：8-10％；

矿粉：10-20％；

所述的GRC封闭层的流动度大于等于280mm，硬化后的GRC面板抗弯强度大于等于

18MPa。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装配式复合GRC墙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GRC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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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组分还包括：4-5％的玻璃纤维或1-2％的高弹PVA纤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复合GRC墙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界面粘

接剂为聚合物水泥砂浆。

8.一种装配式复合GRC墙板，其特征在于，由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制备而得；

其依次包括：GRC面板、第一界面粘接层、保温层、第二界面粘接层和GRC封闭层。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装配式复合GRC墙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GRC面板包括3D织

物、背附钢架和柔性锚杆；

所述的GRC封闭层、保温层和背附钢架通过圆盘锚栓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装配式复合GRC墙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装配式复合GRC墙

板的抗弯破坏荷载与自重比大于等于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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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复合GRC墙板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建筑材料，特别是涉及一种装配式复合GRC墙板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装配式建筑是一种新型的建筑构造形式，具有施工成本低、施工速度快、施工受气

候影响小等优点，成功解决了现场施工效率低下、成本过高、环境污染等问题。发展装配式

是建筑行业的重大变革和创新，有利于节约社会资源能源、减少施工污染、提升劳动生产效

率和质量安全水平。近年来，装配式建筑成为我国建筑构造方式的主流方向。目前，我国的

装配式建筑在国内发展态势良好，但同时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其中阻碍我国装配式建筑发

展的技术因素是装配式建筑配套构件的模块化设计、连接、生产、组装等不足。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新型的装配式复合GRC墙板及其制备方法，所要

解决的技术问题是使其具有自重轻、用钢量省、装配化程度高等优点，集保温、防火、装饰多

功能一体化，从而更加适于实用。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及解决其技术问题是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依据本发明提出

的一种装配式复合GRC墙板的制备方法，其包括：

[0005] 将3D织物表面涂塑处理，形成三维间隔立体网格状，并与柔性锚杆连接，置于模具

中，浇注或喷射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得到GRC面板；其中，所述的柔性锚杆与背附钢架的龙

骨连接；

[0006] 将所述的GRC面板养护至表面硬化，将定位引导杆插入所述的背附钢架的定位孔

中；

[0007] 将保温层根据定位引导杆的位置进行打孔处理，通过界面粘接剂与所述的GRC面

板粘接；

[0008] 将GRC封闭层根据定位引导杆的位置进行打孔处理，通过界面粘接剂与所述的保

温层粘接；

[0009] 将所述的定位引导杆取出，在所述的定位孔中插入圆盘锚栓并拧紧固定，得到装

配式复合GRC墙板。

[0010] 本发明的目的及解决其技术问题还可采用以下技术措施进一步实现。

[0011] 优选的，前述的装配式复合GRC墙板的制备方法，其中所述的3D织物与柔性锚杆通

过绑扎或内插连接；

[0012] 所述的柔性锚杆为L形或T形；

[0013] 所述的柔性锚杆预先与背附钢架的龙骨采用焊接或铰接连接；

[0014] 所述的背附钢架截面为槽形、回形或L形，端面或侧面设置装配式连接点或连接

件。

[0015] 优选的，前述的装配式复合GRC墙板的制备方法，其中所述的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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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分，以重量百分比计，其包括：

[0016] 水泥：40-50％；

[0017] 细砂：40-50％；

[0018] 聚合物：3-10％；

[0019] 减水剂：1.2-1.5％；

[0020] 消泡剂：0.08-0.1％；

[0021] 所述的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的流动度大于等于220mm，硬化后的GRC面板的抗弯强

度大于等于25MPa。

[0022] 优选的，前述的装配式复合GRC墙板的制备方法，其中所述的保温层为岩棉、玻璃

棉、无机保温砂浆、发泡陶瓷或泡沫混凝土。

[0023] 优选的，前述的装配式复合GRC墙板的制备方法，其中所述的GRC封闭层采用GRC喷

射成型而得；

[0024] 所述的GRC封闭层的组分，其重量百分比计，其包括：

[0025] 水泥：30-40％；

[0026] 砂：40-60％；

[0027] 消泡剂：0.1-0.5％；

[0028] 减水剂：0.2-0.6％；

[0029] 偏高岭土：8-10％；

[0030] 矿粉：10-20％；

[0031] 所述的GRC封闭层的流动度大于等于280mm，硬化后的GRC面板的抗弯强度大于等

于18MPa。

[0032] 优选的，前述的装配式复合GRC墙板的制备方法，其中所述的GRC封闭层的组分还

包括：4-5％的玻璃纤维或1-2％的高弹PVA纤维。

[0033] 优选的，前述的装配式复合GRC墙板的制备方法，其中所述的界面粘接剂为聚合物

水泥砂浆。

[0034] 本发明的目的及解决其技术问题还采用以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依据本发明提出

的一种装配式复合GRC墙板，由前述的方法制备而得；其依次包括：GRC面板、第一界面粘接

层、保温层、第二界面粘接层和GRC封闭层。

[0035] 本发明的目的及解决其技术问题还可采用以下技术措施进一步实现。

[0036] 优选的，前述的装配式复合GRC墙板，其中所述的GRC面板包括3D织物、背附钢架和

柔性锚杆；

[0037] 所述的GRC封闭层、保温层和背附钢架通过圆盘锚栓连接。

[0038] 优选的，前述的装配式复合GRC墙板，其中所述的装配式复合GRC墙板的抗弯破坏

荷载与自重比大于等于2.5。

[0039] 借由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装配式复合GRC墙板及其制备方法至少具有下列优点：

[0040] 本发明的装配式复合GRC墙板，抗弯破坏荷载与自重比大于等于2.5，保温层材料

及厚度根据传热系数、建筑节能要求可调，承载力和耐久性能提高20％以上，并提高劳动效

率2-3倍，实现了装配式墙体集保温、防火、装饰多种功能一体化，为装配式建筑发展提供方

法。

说　明　书 2/4 页

5

CN 109822737 A

5



[0041] 本发明的装配式复合GRC墙板的结构整体性强，可与装配式主体结构(梁、柱)连

接，实现全预制装配化施工及安装，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0042] 上述说明仅是本发明技术方案的概述，为了能够更清楚了解本发明的技术手段，

并可依照说明书的内容予以实施，以下以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配合附图详细说明如后。

附图说明

[0043] 图1是装配式复合GRC墙板的立体剖面图；

[0044] 图2是装配式复合GRC墙板的俯视剖面图；

[0045] 图3是装配式复合GRC墙板的一种侧视剖视图；

[0046] 图4是装配式复合GRC墙板的另一种侧视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7] 为更进一步阐述本发明为达成预定发明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及功效,以下结合

附图及较佳实施例，对依据本发明提出的装配式复合GRC墙板及其制备方法其具体实施方

式、结构、特征及其功效，详细说明如后。在下述说明中，不同的“一实施例”或“实施例”指的

不一定是同一实施例。此外，一或多个实施例中的特定特征、结构、或特点可由任何合适形

式组合。

[0048] 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提出的一种装配式复合GRC墙板的制备方法，其包括：

[0049] 将3D织物表面涂塑处理，形成三维间隔立体网格状，并与预埋的柔性锚杆通过绑

扎或内插的方式连接，柔性锚杆预先与背附钢架龙骨采用焊接或铰接连接。柔性锚杆为L形

或T形，采用热镀锌钢筋或不锈钢材料制作。当采用焊接时，其焊缝长度不小于25mm或按焊

缝强度计算确定；当采用铰接时，铰接中心位于L形或T形锚杆腿部轴线上。背附钢架截面为

槽形、回形、L形，端面或侧面设置装配式连接点或连接件与建筑梁、柱进行组装连接，形成

大板块定向排列整体楼层体系；

[0050] 将3D织物置于模具中，浇注或喷射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得到GRC面板；浇注或喷

射的高度超出3D织物上层纤维网5mm，L形或T形柔性锚杆脚部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厚度不

小于20mm。所述的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的配合重量百分比为：水泥40-50％、细砂40-50％、

聚合物3-10％、减水剂1.2-1.5％、消泡剂0.08-0.1％。聚合物改性材料的流动度大于等于

220mm，硬化后的GRC面板抗弯强度大于等于25MPa；

[0051] GRC面板表面采用喷砂、水磨、抛光、整体着色、纹理饰面或镶板等多种材质肌理处

理，使装饰墙体面层具有类化石、木纹、仿铜、竹子、石材等各种自然肌理或图案的装饰效

果；

[0052] 将所述的GRC面板养护至表面硬化，将定位引导杆插入所述的背附钢架的定位孔

中；

[0053] 将保温层根据定位引导杆的位置进行打孔处理，通过界面粘接剂与所述的GRC面

板粘接；保温层材料可以选择岩棉、玻璃棉、无机保温砂浆、发泡陶瓷、泡沫混凝土等；界面

粘接剂由聚合物水泥砂浆制成；

[0054] 将GRC封闭层根据定位引导杆的位置进行打孔处理，通过界面粘接剂与所述的保

温层粘接；GRC封闭层预先采用GRC喷射成型制备，优选配合的重量百分比为：水泥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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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40-60％、消泡剂0.1-0.5％、减水剂0.2-0.6％、偏高岭土8-10％、矿粉10-20％、玻璃纤维

4-5％或高弹PVA纤维1-2％。所述的GRC封闭层的喷射材料的流动度大于等于280mm，硬化后

的GRC面板抗弯强度大于等于18MPa；

[0055] 将所述的定位引导杆取出，在所述的定位孔中插入圆盘锚栓并拧紧将GRC封闭层、

保温层与GRC面板的背附钢架连接，得到装配式复合GRC墙板。

[0056] 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提出一种装配式复合GRC墙板，由前述的方法制备而得。图1

为装配式复合GRC墙板的立体剖面图，图2为装配式复合GRC墙板的俯视剖面图，装配式复合

GRC墙板依次包括：GRC面板1、第一界面粘接层2、保温层3、第二界面粘接层4和GRC封闭层5。

[0057] 其中GRC面板1包括3D织物6、背附钢架7和柔性锚杆8；

[0058] GRC封闭层5、保温层3和背附钢架7通过圆盘锚栓9连接。

[0059] 背附钢架7的端面或侧面设置连接点10。

[0060] 装配式复合GRC墙板的柔性锚杆8可以为L形或T形，侧视剖视图分别如图3和图4所

示。

[0061] 所述的装配式复合GRC墙板，抗弯破坏荷载与自重比大于等于2.5。

[0062]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依

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发

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说　明　书 4/4 页

7

CN 109822737 A

7



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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