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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预制外墙保温一体化研究
覃　琨　王　乾　崔　军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天津 300450）

摘　要　新时代背景之下，可再生的清洁能源推动着我国向着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处的局面迈进。建筑行业自然也

不例外，虽然建筑行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消耗大量的能源会产生较多的污染，例如扬尘污染、建筑废弃料等等。但是不可避

免的是建筑行业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性行业之一，因此装配式施工结构可谓是应运而生，它能够有效的降低施

工过程中混凝土的现场浇筑方量，大大降低了环境的污染，而且施工较为简便，已经成为我国建筑行业发展的主流趋势，

本文主要针对装配式预制外墙保温一体化展开研究分析，设计外墙保温一体化的结构体系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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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预制外墙保温一体化的重要性

装配式作为一种新型复合剪力墙结构，能够大大的降

低施工难度，而且使用起来十分便捷，对于建筑企业的发

展来说有着有力的推动作用，实际施工的过程中，装配式

预制施工通过预制墙板，叠合板等等实现现场结构的快速

搭建，相较之于现浇结构来说，能够大大的缩短施工周期。

而外墙保温结构一体化是保证建筑物整体使用质量和使用

感观的重要施工环节，所以必须针对外墙外保温体系展开

优化分析，提升施工的整体质量。建筑外墙保温结构一体

化的特点是保护层保温板等等随机构一体施工。这种施工

体系的优势较为明显，不仅仅保温效果较为良好，而且耐

久性较强，不轻易出现磨损，对高温的受热极限也较好，

与传统的建筑保温体系相比较，传统的建筑保温结构需要

设置保温板另外现浇保护层，振捣的过程中极易对保温板

的位置造成影响，导致我们晚发生偏移，从而使得混凝土

浇筑质量较差，出现蜂窝麻面等问题，而使用保护层与保

温板，预制一体的 PCF 板这种结构能够基本上解决混凝土

保护层浇筑质量问题，并且减少现场施工作业的费用，达

到混凝土浇筑质量可控的目的。

2 节点设计

在外墙混凝土保护层由现场浇筑，改为在加工工厂预

制加工之后，需要对建筑施工的节点进行重新的规划与设

计，要确保不改变建筑物原本结构的受力状态，保证建筑

物整体的结构稳定性，还要保证后续所施工添加的预制体

系的楼板墙板与原有体系有机的融合到一起，达到相同的

防火防水、保温等级，尽可能的为现场安装与施工提供便利，

避免施工难点和技术问题。

2.1 PCF 板

在设计制作 PCF 板的过程中，要区分 PCF 板所用的位

置，其可以根据使用位置不同大致分为两类，分别是应用

于承重墙和非承重墙 [1]。应用于承重墙部位的 PCF 板厚度

大约为 310 毫米，而应用于非承重墙部位的 PCF 板，其厚

度大约为 110 毫米。当然该项数据并非绝对的，在设计的

过程中必须要根据现场的实际需求和设计制作合适的厚度。

一般的房屋类，建筑施工工程 PCF 板的厚度要更大一些。

2.2 阴阳角节点

阴角部位是指在设置保温板的时候，要在保温板处断

开，设置大约为 160 毫米的宽缝。这个宽缝可以起到温度

沉降的作用，一般所采取的补救方法是在现场施工的过程

中采用 a 级保温材料进行粘贴。另外外部的混凝土保护层

要设置 20 毫米的宽缝，这宽缝需要现场利用 PE 棒进行封堵，

封堵过程中应该采用建筑专用的密封胶辅助 PE 棒进行。该

处节点对于整个 PCF 板来说有着重要的作用，能够保证整

个板块的结构性和整体质量，另外阳角的部位不设置施工

缝，有仰角及两侧的 PCF 板整体带出。

2.3 竖向拼缝节点

PCF 版的竖向连接构架要在保温板处断开，设置大约

80~100 毫米的宽缝。当然承重墙和非承重墙有着细小的差

异。非承重墙和承重墙之间约为 50 毫米的宽缝，这部宽缝

也同上述阴角的节点有着相同的处理方法，采用 a 级保温

材料现场粘贴。外部的混凝土保护层，20 毫米宽缝利用 PE

棒和建筑专用密封胶进行封堵。而非承重墙，也就是室内

墙的 PCF 板需要在左右两端设置钢筋拉钩。一般所采用的

钢筋拉钩是 6 毫米的一级钢，利用这些钢筋拉钩将非承重

墙的 PCF 板与主体结构紧密的连接在一起，起到保证结构

安全性的作用。钢筋设置的位置大约为室内侧 60 毫米，处

于混凝土保护层之中。

2.4 水平拼缝节点

水平拼缝节点与竖向拼缝节点有着较为相似的施工方

法，也要与主体结构拉结在一起，保证整体的稳定性。除

此以外要保证水平拼缝的位置低于结构板面。因为在预制

构件吊装完成之后，还需要在外部增加外墙防水，保证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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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建筑物的防水防渗漏功能。如果水平拼缝的位置高于结

构板面，那么后续的防水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甚至还会

产生无法进行防水施工作业的施工盲区。

3 工艺流程

3.1 外墙排版

外墙排版主要指的是在施工的过程中要按照预制构件

的类型长度进行分批次的吊装。吊装安装的顺序并非随意

决定，而要根据起重机的最大吊重等因素进行设计，将外

墙保护层按照模数进行划分和排版。一般来说，板的宽度

对外墙排版时，都是按照 800 毫米 1200 毫米 1600 毫米等

宽度进行。外墙排版的过程中要尽可能的减少阳台窗口等

等位置 PCF 板的数量，这样才能够保证施工的过程中减少

后期拼缝的施工工序，节约施工成本，解放人力资源，这

对于施工企业来说极为重要。

3.2 预制保温外墙

在生产预制墙体构件的时候，首先要准备合适的模板，

模板的加工要按照设计图纸以及施工规范进行保障误差处

于允许范围之内，然后将保护层钢筋网片放置在模具之中，

加入合适的垫块，保证钢筋保护层的厚度达到相关的规范

标准，同时要预埋水电管线和螺栓杆孔，在钢筋网片和垫

块放置完善后，浇注 6 毫米的钢筋混凝土保护层，充分振捣，

保证不出现蜂窝麻面等问题后放置保温板。同时要做好连

接件和保温板之间的风度 [2]，保证两者连接紧密可以直接用

建筑密封胶进行处理。

3.3 外墙板养护和运输

对外墙板进行养护的过程中，要放入专门的养护室进

行养护，室内的温度与湿度都要达到标准，等到板的强度

满足相关规范要求之后，按照竖向墙体构件的编号放入到

特定的运输车之内，保证在运输的过程中不会出现歌隼和

断裂，这样现场使用时才不会产生安全问题。

3.4 保温板吊装

预制保温外墙施工前，应该将板的钢筋绑扎完毕，并

且对楼板边缘的位置进行放线。通过放线放样确定每一块

外墙竖向构件的位置，避免出现位置的偏移和误差，同时

使用卡式起吊机，将预制墙板构件吊装到对应的位置，由

专门的工作人员用平衡靠尺和数值经纬仪，保证吊装过程

中竖向墙体构件的垂直度和位置准确。注意在吊装完成后，

应该立刻利用斜支撑，固定外墙竖向墙体构件，这样能够

起到临时加固的作用，避免保温板出现安装质量问题。

3.5 浇筑混凝土

待外墙保温板安装完毕之后，应对保温板的安装质量进

行检查，同时对预留的套筒进行灌浆。在这些工序完成之后，

进行剪力墙混凝土的浇筑，时刻注意下部墙板是否出现漏

浆或者是位移的现象，一旦问题出现，要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混凝土浇筑完成后，要对 PCF 板的水平和竖向拼缝，用 PE

棒和建筑密封胶进行封堵。

4 质量控制措施

4.1 生产质量保证措施

预制外保温墙板的生产过程中，必须要保证生产的每

一个环节，都按照相关的规章制度进行，例如缸底膜和肛

侧膜应该采用抛石机打磨抛光，这样整个外墙保温板的观

感才能够达到使用需求。然后在选择混凝土原料的时候，

应该按照规章制度选择固定的厂家，按照要求统一混凝土

配合比，这样生产出来的竖向墙体构件，外观上颜色才能

达到一致。再进行水泥，砂石等等添加剂的质量筛选的时

候，应该保证供货单位具有相应的资质，选择市场口碑较

为良好的企业，生产之前，将生产厂家所提供的样品送入

实验室进行实验配比确定质量达标，然后再确定品种和规

格，待一切规章完善之后，严禁在施工的过程中更换原材

料的品牌和规格。混凝土浇筑的时候要严格按照施工工艺

进行现场的质量控制，无论是预埋件的固定还是混凝土的

震荡，都应该按照要求进行，保证每一个环节达到规范要求，

例如混凝土振捣时，应该保证振捣到位，避免空鼓收面时，

应该保证表面的平整度和光滑度。最后等待构件的强度达

标之后，才能够运输到现场投入使用，否则构件在吊装的

过程中很有可能出现裂缝导致质量下降 [3]。

4.2 安装质量保障措施

临时加固时应该采用钢管和螺栓固定在下层墙体之上，

这样整体的安装质量才足够牢靠，并且垂直度和平整度达

到现场安装的要求。另一方面要对外墙板的垂直度和定位

进行校正，确定其位置精准后，及时将其与内侧的铝模板

连接固定。混凝土浇筑的时候要安排专人进行巡查，一旦

发现漏浆或者漏振的现象，要第一时间处理，避免出现振

捣不密实而造成蜂窝空鼓等等问题。

5 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我国装配式建筑的发展来说，外墙保温

一体化体系至关重要，该种施工方法不仅仅能够保障现场

的施工进度和施工质量，还能够降低施工的难度，实现绿

色文明施工。这对于我国建筑行业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因此必须按照现场的使用要求，对外墙保温板进行质量控

制，严格按照生产规范实施生产和施工。以此来为我国装

配式建筑结构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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