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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及卡槽压网件和安装结

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保温装饰一体化板

及卡槽压网件和安装结构，卡槽压网件，包括卡

槽压网件本体，所述卡槽压网件本体的横截面呈

U形，其上端开口处向两侧延伸有侧翻边。保温装

饰一体化板，包括保温芯板、增强网和饰面层，在

所述保温芯板的表面覆盖增强网，所述保温芯板

的上下侧设置有条形插槽，增强网的上下两端向

保温芯材外延伸后翻折到保温芯板的背面，卡槽

压网件插入插槽中。增强整体性，不会出现脱落、

易碎的情况。本实用新型采用轻型饰面材料，锚

固于设有增强网与卡槽压网件的保温芯材上，饰

面层的厚度可以较小，应用更安全广泛，丰富了

饰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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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保温装饰一体化板用卡槽压网件，其特征在于：包括卡槽压网件本体，所述卡槽

压网件本体的横截面呈U形，其上端开口处向两侧延伸有侧翻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保温装饰一体化板用卡槽压网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卡槽压网件

本体的外壁上分布有若干棘齿。

3.一种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包括保温芯板、增强网和饰面层，在所述保温芯板的表面覆

盖增强网，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温芯板的上下侧延其宽度方向开设有条形插槽，增强网的上

下两端向保温芯板外延伸后翻折到保温芯板的背面，权利要求1‑2任一项所述卡槽压网件

插入插槽中，其侧翻边与保温芯板的上侧面或下侧面贴合，并且增强网也跟着卡槽压网件

部分被压入插槽中，所述增强网粘接在保温芯板条形插槽内，所述卡槽压网件粘接在保温

芯板上，所述增强网的外侧覆盖饰面层。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增强网和卡槽压网件通过

粘接胶浆粘接在保温芯板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饰面层由轻型饰面材料制

成。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饰面层为柔性饰面块材或

饰面砂浆或涂料层。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温芯板为无机保温板或

其复合板。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温芯板为燃烧性能等级

为不燃或难燃型发泡水泥保温板、玻化微珠保温板、泡沫陶瓷保温板、改性有机保温板中的

一种。

9.一种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安装结构，包括墙体，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墙体上横向安装有

L形托架，相邻所述L形托架之间安装权利要求3‑8任一项所述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所述L形

托架的横向板与上下相邻的保温装饰一体化板的上下侧边接触，且不遮挡卡槽压网件的插

槽，所述保温装饰一体化板通过十字形或T形连接件固定在L形托架上，所述十字形或T形的

连接件的水平板通过螺栓固定在L形托架上，所述十字形或T形连接件的竖向板的上下端分

别插入上下排的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卡槽压网件的插槽中。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有L形托架通过纵

向的拉结带固定在墙体上。

11.一种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包括带釉面泡沫陶瓷保温装饰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带釉

面泡沫陶瓷保温装饰板的上下侧延其宽度方向开设有条形插槽，权利要求1‑2任一项所述

卡槽压网件插入插槽中，其侧翻边与带釉面泡沫陶瓷保温装饰板的上侧面或下侧面贴合，

所述卡槽压网件粘接在带釉面泡沫陶瓷保温装饰板的插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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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及卡槽压网件和安装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及卡槽压网件和安装结构，属于建筑节能

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建筑外墙保温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建筑外墙薄抹灰保温系统逐渐朝外墙保温

装饰一体化系统方向发展。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外墙保温工程相比传统的外墙薄抹灰保温系

统具有工厂化制造程度高、减少现场湿作业、施工周期短等特点，能有效避免传统外墙薄抹

灰保温系统普遍存在的空鼓、开裂、渗水及脱落等问题。

[0003] 然而，保温装饰一体板是幕墙与外墙保温技术的有机结合，安全耐久性成为目前

应用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建筑防火设计规范的修订，市场上出现大量无机类保温材料复合

装饰面板的一体化板。无机类保温材料如泡沫混凝土、发泡水泥保温板、玻化微珠板等的力

学性能相对较差，不能在保温板侧面直接开槽设置锚固点，多数在保温装饰一体化板的装

饰面板上开槽设置锚固点或在装饰面板上采用背栓锚固方式。常用的装饰面板主要有天然

花岗石薄板、涂层硅酸钙板/纤维水泥平板、涂层金属板等，考虑安装锚固可靠性和安全性，

锚固件应置于装饰面板内，因此装饰面板板面厚度一般应大于10mm。由于无机保温材料层

加上装饰面板的质量部分产品可达30kg/m2，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也极大限制保温装饰一

体板的应用范围。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保温装饰一体化板用卡槽压

网件，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了两种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本实用新型的第三目的在于提供一种

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安装结构。提升保温装饰一体化板的整体性和锚固安装的安全可靠性。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第一目的，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为：一种保温装饰一体化板用卡

槽压网件，其特征在于：包括卡槽压网件本体，所述卡槽压网件本体的横截面呈U形，其上端

开口处向两侧延伸有侧翻边。

[0006] 上述方案中：所述卡槽压网件本体的外壁上分布有若干棘齿。提高卡槽压网件与

保温芯板之间的连接强度，提高整个保温装饰一体化板的整体性。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第二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包括保温芯板、增

强网和饰面层，在所述保温芯板的表面覆盖增强网，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温芯板的上下侧延

其宽度方向开设有条形插槽，增强网的上下两端向保温芯板外延伸后翻折到保温芯板的背

面，所述卡槽压网件插入插槽中，其侧翻边与保温芯板的上侧面或下侧面贴合，并且增强网

也跟着卡槽压网件部分被压入插槽中，所述增强网粘接在保温芯板上，所述卡槽压网件粘

接在保温芯板的条形插槽内，所述增强网的外侧覆盖饰面层。

[0008] 上述方案中：所述增强网和卡槽压网件通过粘接胶浆粘接在保温芯板的条形插槽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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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饰面层由轻型饰面材料制成。

[0010] 上述方案中：所述饰面层为柔性饰面块材或饰面砂浆或涂料层。

[0011] 上述方案中：所述保温芯板为无机保温板或其复合板。

[0012] 上述方案中：所述保温芯板为燃烧性能等级为不燃或难燃型发泡水泥保温板、玻

化微珠保温板、泡沫陶瓷保温板、改性有机保温板中的一种。

[0013] 本实用新型的第三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安装结构，包括墙

体，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墙体上横向安装有L形托架，、相邻所述L形托架之间安装所述保温

装饰一体化板，所述L形托架的横向板与上下相邻的保温装饰一体化板的上下侧边接触，且

不遮挡卡槽压网件的插槽，所述保温装饰一体化板通过十字形或T形连接件固定在L形托架

上，所述十字形或T形的连接件的水平板通过螺栓固定在L形托架上，所述十字形或T形连接

件的竖向板的上下端分别插入上下排的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卡槽压网件的插槽中。

[0014] 上述方案中，所有L形托架通过纵向的拉结带固定在墙体上。

[0015] 本实用新型的另一种保温装置一体化板是这样实现的：一种保温装置一体化板，

包括带釉面泡沫陶瓷保温装饰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带釉面泡沫陶瓷保温装饰板的上下侧

延其宽度方向开设有条形插槽，所述卡槽压网件插入插槽中，其侧翻边与带釉面泡沫陶瓷

保温装饰板的上侧面或下侧面贴合，所述卡槽压网件粘接在带釉面泡沫陶瓷保温装饰板的

插槽中。

[0016] 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通过增强网包覆保温芯板，并且增强网被卡槽压网件压入

保温芯板的插槽中，能提高保温芯板的整体性，从而能实现在保温芯板上开槽，并且当连接

件插入的时候，通过卡槽压网件的间接传力，能实现让整块板的网格布在卡槽压网件长度

范围均匀受力，减弱连接处的局部较大受力，增强整体性，不会出现脱落、易碎的情况。本实

用新型采用轻型饰面材料，锚固于设有增强网与卡槽压网件的保温芯材上，饰面层的厚度

可以较小，应用更安全广泛，丰富了饰面效果。本实用新型一体化装饰墙板的安装方便，施

工容易。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保温装饰一体化板爆炸图。

[0018] 图2为卡槽压网件安装示意图。

[0019] 图3为卡槽压网件安装完后示意图。

[0020] 图4为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安装示意图。

[0021] 图5为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安装处局部放大图。

[0022] 图6为L形托架和拉结带安装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4]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中心”、“上”、“下”、“左”、“右”、“竖

直”、“水平”、“内”、“外”等为图中的相对位置，不表示产品的绝对位置。

[0025] 实施例1

[0026] 如图1所示，保温装饰一体化板用卡槽压网件，包括卡槽压网件本体1，卡槽压网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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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1的横截面呈U形，也就是竖向切割后呈U形，开口向上或向下，其上端开口处向两侧延

伸有侧翻边2。卡槽压网件本体1的外壁上分布有若干棘齿3。

[0027] 一种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包括保温芯板4、增强网5和饰面层6，在保温芯板4的表面

覆盖增强网5，保温芯板4的上下侧延其宽度方向开设有条形插槽4a，插槽4a为通槽，增强网

5的上下两端向保温芯板外延伸后翻折到保温芯板4的背面，卡槽压网件插入插槽4a中，其

侧翻边2与保温芯板4的上侧面或下侧面贴合，并且增强网5也跟着卡槽压网件1部分被压入

插槽4a中，增强网5通过粘接胶浆粘接在保温芯板4上，卡槽压网件通过粘接胶浆粘接在保

温芯板4的插槽4a内，如图2所示，卡槽压网件的安装是先铺增强网5，然后插入卡槽压网件，

在插槽中4a中事先注入粘接胶浆，最后再粘接增强网5。增强网5和卡槽压网件通过粘接胶

浆粘接在保温芯板4上。增强网5的外侧覆盖饰面层6。饰面层6为柔性饰面块材、饰面砂浆、

涂料等轻型饰面材料。保温芯板4为燃烧性能等级为不燃或难燃型发泡水泥保温板、玻化微

珠保温板、泡沫陶瓷保温板等无机保温板或其复合板中的一种。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安装结

构，包括墙体，在墙体上安装有L形托架7，在所述墙体上横向安装有L形托架7，优选如图6所

示，所有L形托架7通过纵向的拉结带9固定在墙体上，纵向拉结带9为扁钢或角钢，通过膨胀

螺栓先固定在墙体上，将L形托架7连接成一片整体。相邻L形托架7之间安装保温装饰一体

化板，L形托架7的横向板与上下相邻的保温装饰一体化板的上下侧边接触，且不遮挡插槽

4a，保温装饰一体化板通过十字形或T形连接件8固定在L形托架7上，十字形或T形的连接件

8的水平板通过螺栓固定在L形托架7上，十字形或T形连接件8的竖向板的上下端分别插入

上下排的保温装饰一体化板的插槽4a中。

[0028] 实施例2

[0029] 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带釉面泡沫陶瓷保温装饰板，有釉面的泡沫陶瓷保温装饰板

的饰面为与保温芯材一体烧制而成的，此种保温装饰板由于保温芯材与饰面一体化，不会

再覆网和贴饰面层，带釉面泡沫陶瓷保温装饰板的上下侧延其宽度方向开设有条形插槽

4a，卡槽压网件插入插槽4a中，其侧翻边2与带釉面泡沫陶瓷保温装饰板的上侧面或下侧面

贴合，卡槽压网件粘接在带釉面泡沫陶瓷保温装饰板的插槽中。

[0030] 本实用新型不局限于上述实施例，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

实用新型的原理和宗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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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

用新型的范围由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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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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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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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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