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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抗老化防辐射的板房的安装

工艺，本发明利用透明的钢化玻璃作为顶层，采

用可以打开的遮光板结构，在需要时，可以打开

遮光板，实现透光，采用可调节的墙体结构，实现

整体结构的透光和保温。本发明添加的聚氨酯弹

性体具有优异的耐磨、耐油性能，且属于极性聚

合物能和聚氯乙烯有机结合为一体，可有效提高

力学性能；加入的氟橡胶具有耐高温、耐油等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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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抗老化防辐射的板房的安装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确定墙体保

温强度，根据设定的保温强度确定墙体厚度，安装墙体结构，形成板房空间结构；  S2：将固

定槽上下外侧端面固定起来，使墙体呈垂直结构；  S3：根据步骤S1确定的墙体厚度，向内侧

旋入调节螺栓，使调节螺栓内侧端面顶推外层板向中部移动；  S4：当内外两侧的外层板之

间的厚度达到步骤S1确定数值，停止旋转调节螺栓；  S5：将固定套筒螺纹连接在调节螺栓

钉头外部，继续向外层板方向旋固定套筒，使固定套筒螺纹连接在柱体结构外壁上；  S6：将

顶部固定连接在墙体构成的空间结构上方，转动一侧的防火PVC板使顶部一侧用于透光； 

在远离所述的调节螺栓（108）一侧的所述的外层板（101）的上下端面上分别设置有阶梯槽，

所述的固定槽（107）的侧壁卡接在所述的阶梯槽内，使所述的固定槽（107）的外壁与该侧外

层板（101）的外层端面位于同一平面上，所述外层板（101）包括下列重量份的原料：异戊橡

胶4-6、聚丁二酸丁二醇酯4-5、十三烷醇偏苯三酸酯5-8、氢氧化铝10-12、邻苯二甲酸二异

丁酯45-55、叔丁基二甲基氯硅烷7-9、异丙基三(焦磷酸二辛酯)钛酸酯3-5、硬脂酸铝6-7、

纳米碳酸钙30-40、三聚氰胺磷酸盐  10-12、聚氧丙烯聚氧乙烯甘油醚6-8、  氟基烷基聚醚

改性聚硅氧烷5-7、环氧化甘油三酸酯6-8、纳米氢氧化钙5-7、气相二氧化硅3-5;在靠近所 

述的调节螺栓（108）的所述的外层板（101）与该侧的防火油漆层（112）之间设置有石墨板

（117）;在所述的阶梯槽内设置有隔热垫（113），所述的隔热垫（113）为氧化镁与聚四氟乙烯

按照质量百分比2:1混合加工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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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抗老化防辐射的板房的安装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抗老化防辐射的板房的安装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在建筑施工过程中，搭建的临时板房通常为单层墙体结构，采光通风差，由于墙体

非常单薄，在冬季不能保温，造成室内非常寒冷。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抗老化防辐射的板房的安装工艺，能够改善现有技术

存在的问题，利用透明的钢化玻璃作为顶层，同时采用可以打开的遮光板结构，在需要时，

可以打开遮光板，实现透光，同时采用可调节的墙体结构，实现整体结构的透光和保温。

[0004]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5] 一种抗老化防辐射的板房的安装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06] S1：确定墙体保温强度，根据设定的保温强度确定墙体厚度，安装墙体结构，形成

板房空间结构；

[0007] S2：将固定槽上下外侧端面固定起来，使墙体呈垂直结构；

[0008] S3：根据步骤S1确定的墙体厚度，向内侧旋入调节螺栓，使调节螺栓内侧端面顶推

外层板向中部移动；

[0009] S4：当内外两侧的外层板之间的厚度达到步骤S1确定数值，停止旋转调节螺栓；

[0010] S5：将固定套筒螺纹连接在调节螺栓钉头外部，继续向外层板方向旋固定套筒，使

固定套筒螺纹连接在柱体结构外壁上；

[0011] S6：将顶部固定连接在墙体构成的空间结构上方，转动一侧的防火PVC板使顶部一

侧用于透光。

[0012] 所述的调节螺栓螺纹连接在所述的固定槽上的螺纹孔内，所述的调节螺栓的钉头

外侧为柱面结构，在该柱面结构外侧设置有外螺纹，在所述的柱体结构的外壁上设置有外

螺纹，在所述的调节螺栓的钉头外侧套装有固定套筒，所述的固定套筒螺纹连接在所述的

调节螺栓的钉头和所述的柱体结构外侧，2个所述的外层板的外侧端面分别贴合在所述的

固定槽相向的2个侧壁上时，所述的压缩弹簧处于自然状态，所述的底层下端面两端通过防

火粘结剂粘结在所述的固定槽上端面上。在远离所述的调节螺栓（108）一侧的所述的外层

板（101）的上下端面上分别设置有阶梯槽，所述的固定槽（107）的侧壁卡接在所述的阶梯槽

内使所述的固定槽（107）的外壁与该侧外层板（101）的外层端面位于同一平面上，所述外层

板（101）包括下列重量份的原料配制而成：异戊橡胶4-6、聚丁二酸丁二醇酯4-5、十三烷醇

偏苯三酸酯5-8、氢氧化铝10-12、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45-55、叔丁基二甲基氯硅烷7-9、异

丙基三(焦磷酸二辛酯)钛酸酯3-5、硬脂酸铝6-7、纳米碳酸钙30-40、三聚氰胺磷酸盐  10-

12、聚氧丙烯聚氧乙烯甘油醚6-8、  氟基烷基聚醚改性聚硅氧烷5-7、环氧化甘油三酸酯6-

8、纳米氢氧化钙5-7、气相二氧化硅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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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进一步的，为更好地实现本发明，在靠近所述的调节螺栓的所述的外层板与该侧

的所述的防火油漆层之间设置有石墨板。

[0014] 进一步的，为更好地实现本发明，在远离所述的调节螺栓一侧的所述的外层板的

上下端面上分别设置有阶梯槽，所述的固定槽的侧壁卡接在所述的阶梯槽内使所述的固定

槽的外壁与该侧外层板的外层端面位于同一平面上。

[0015] 进一步的，为更好地实现本发明，在所述的阶梯槽内设置有隔热垫，所述的隔热垫

为氧化镁与聚四氟乙烯按照质量百分比2:1混合加工成型。

[0016]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7] 本发明通过采用钢化玻璃制成顶部结构的底层，能够利用钢化玻璃具有较强的硬

度，避免顶部受到损坏，同时采用相互铰接形成的遮光板结构，能够在需要时，将其打开，使

室内透光，提高室内温度和亮度，由于本发明采用遮光板的宽度大于墙体构成的空间的宽

度，能够对墙体起到保护作用，采用中部设置的空腔内采用压缩弹簧结构，能够使两侧结构

能够在外力作用下压缩，从而使墙体的厚度得以调节，使得墙体可以用于建筑外墙使用，也

可以用于室内隔离墙体使用，具有良好的保温效果，同时厚度可调，无需占用大量室内空

间，同时采用调节螺栓结构，调节方便，并且调节完成之后可以采用固定套筒进行再次加

固，避免调节螺栓滑丝等状况造成结构不稳固，使整体结构使用效果更佳，通过采用防火粘

结剂粘结底层结构与固定槽，能够提高整体结构防火效果，使其更加安全。本发明添加的聚

氨酯弹性体具有优异的耐磨、耐油性能，且属于极性聚合物能和聚氯乙烯有机结合为一体，

可有效提高力学性能；加入的氟橡胶具有耐高温、耐油等特性.

附图说明

[001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要使用的附

图作简单地介绍，应当理解，以下附图仅示出了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因此不应被看作是对

范围的限定，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

些附图获得其他相关的附图。

[0019] 图1为本发明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墙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其中：101 .外层板，102 .保温岩棉层，103 .钢筋骨架，104 .保温层，105 .固定板，

106.压缩弹簧，107.固定槽，108.调节螺栓，109.凹槽结构，110.柱体结构，111.固定套筒，

112.防火油漆层，113.隔热垫，114.底层，115.防火PVC板，116.防紫外线层，117.石墨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介绍，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限于

此。

[0023] 实施例1：

[0024] 如图1、2所示，一种抗老化防辐射的板房的安装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25] S1：确定墙体保温强度，根据设定的保温强度确定墙体厚度，安装墙体结构，形成

板房空间结构；

[0026] S2：将固定槽上下外侧端面固定起来，使墙体呈垂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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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S3：根据步骤S1确定的墙体厚度，向内侧旋入调节螺栓，使调节螺栓内侧端面顶推

外层板向中部移动；

[0028] S4：当内外两侧的外层板之间的厚度达到步骤S1确定数值，停止旋转调节螺栓；

[0029] S5：将固定套筒螺纹连接在调节螺栓钉头外部，继续向外层板方向旋固定套筒，使

固定套筒螺纹连接在柱体结构外壁上；

[0030] S6：将顶部固定连接在墙体构成的空间结构上方，转动一侧的防火PVC板使顶部一

侧用于透光。

[0031] 所述的调节螺栓螺纹连接在所述的固定槽上的螺纹孔内，所述的调节螺栓的钉头

外侧为柱面结构，在该柱面结构外侧设置有外螺纹，在所述的柱体结构的外壁上设置有外

螺纹，在所述的调节螺栓的钉头外侧套装有固定套筒，所述的固定套筒螺纹连接在所述的

调节螺栓的钉头和所述的柱体结构外侧，2个所述的外层板的外侧端面分别贴合在所述的

固定槽相向的2个侧壁上时，所述的压缩弹簧处于自然状态，所述的底层下端面两端通过防

火粘结剂粘结在所述的固定槽上端面上。在远离所述的调节螺栓（108）一侧的所述的外层

板（101）的上下端面上分别设置有阶梯槽，所述的固定槽（107）的侧壁卡接在所述的阶梯槽

内使所述的固定槽（107）的外壁与该侧外层板（101）的外层端面位于同一平面上，所述外层

板（101）包括下列重量份的原料配制而成：异戊橡胶4-6、聚丁二酸丁二醇酯4-5、十三烷醇

偏苯三酸酯5-8、氢氧化铝10-12、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45-55、叔丁基二甲基氯硅烷7-9、异

丙基三(焦磷酸二辛酯)钛酸酯3-5、硬脂酸铝6-7、纳米碳酸钙30-40、三聚氰胺磷酸盐  10-

12、聚氧丙烯聚氧乙烯甘油醚6-8、  氟基烷基聚醚改性聚硅氧烷5-7、环氧化甘油三酸酯6-

8、纳米氢氧化钙5-7、气相二氧化硅3-5。

[0032] 进一步的，为更好地实现本发明，在靠近所述的调节螺栓的所述的外层板与该侧

的所述的防火油漆层之间设置有石墨板。

[0033] 进一步的，为更好地实现本发明，在远离所述的调节螺栓一侧的所述的外层板的

上下端面上分别设置有阶梯槽，所述的固定槽的侧壁卡接在所述的阶梯槽内使所述的固定

槽的外壁与该侧外层板的外层端面位于同一平面上。

[0034] 进一步的，为更好地实现本发明，在所述的阶梯槽内设置有隔热垫，所述的隔热垫

为氧化镁与聚四氟乙烯按照质量百分比2:1混合加工成型。

[0035] 通过设置纳米二氧化钛凝胶制成的防紫外线层，能够避免防火PVC板制成的遮光

板在光照下产生变性导致其结构受损，通过采用保温岩棉层，能够利用其具有良好的保温

隔热效果，使墙体具有良好的保温作用，同时采用层压板制成外层板，能够利用现有的木制

家具加工边角料加工形成外层板，利用其内部的木质纤维具有良好的抗压抗拉强度，使外

层板结构更加牢固，不容易损坏，同时相比现有的混凝土墙体，重量更轻，通过外层的防火

油漆实现防火的效果。由于采用了钢筋骨架结构，能够起到支撑整体结构的效果的同时，能

够提高墙体的强度，提高其抗震性能，并且，能够减轻内部结构重量，相比现有的混凝土墙

体，运输更加方便，由于内外两侧均设置有保温岩棉层，能够起到更好的保温效果。

[0036] 本发明通过采用钢化玻璃制成顶部结构的底层，能够利用钢化玻璃具有较强的硬

度，避免顶部受到损坏，同时采用相互铰接形成的遮光板结构，能够在需要时，将其打开，使

室内透光，提高室内温度和亮度，由于本发明采用遮光板的宽度大于墙体构成的空间的宽

度，能够对墙体起到保护作用，采用中部设置的空腔内采用压缩弹簧结构，能够使两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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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外力作用下压缩，从而使墙体的厚度得以调节，使得墙体可以用于建筑外墙使用，也

可以用于室内隔离墙体使用，具有良好的保温效果，同时厚度可调，无需占用大量室内空

间，同时采用调节螺栓结构，调节方便，并且调节完成之后可以采用固定套筒进行再次加

固，避免调节螺栓滑丝等状况造成结构不稳固，使整体结构使用效果更佳，通过采用防火粘

结剂粘结底层结构与固定槽，能够提高整体结构防火效果，使其更加安全。本发明添加的聚

氨酯弹性体具有优异的耐磨、耐油性能，且属于极性聚合物能和聚氯乙烯有机结合为一体，

可有效提高力学性能；加入的氟橡胶具有耐高温、耐油等特性.

[0037] 进一步地，本实施例中，为了使安装之后，内层结构的耐磨性更好，优选地，在靠近

所述的调节螺栓108的所述的外层板101与该侧的所述的防火油漆层112之间设置有石墨板

117。

[0038] 为了使外观更加美观，本实施例中，优选地，在远离所述的调节螺栓108一侧的所

述的外层板101的上下端面上分别设置有阶梯槽，所述的固定槽107的侧壁卡接在所述的阶

梯槽内使所述的固定槽107的外壁与该侧外层板101的外层端面位于同一平面上。通过采用

阶梯槽结构，能够使固定槽安装之后，外侧平面更加美观，同时，利用固定槽进行定位，能够

方便安装。

[0039] 为了提高固定槽结构与外层板之间的密封性，本实施例中，进一步优选地，在所述

的阶梯槽内设置有隔热垫113，所述的隔热垫113为氧化镁与聚四氟乙烯按照质量百分比2:

1混合加工成型。

[004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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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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