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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施工注意事项： 

1、 砌块或板作外墙自保温住宅应采用密度级别 B05 或 B06 砌块和板材，其导热系数计算可

按表 4.4.1 选用。 

 

表 4.4.1 产品的导热系数和蓄热系数计算值 

           砌块或板材密度级别 

性能指标 

B05 B06 

干密度（kg/m³） ≤525 ≤625 

设计用导热系数 d（W/m﹒K） 0.14 0.16 

设计用蓄热系数 Sd（W/㎡﹒K） 2.73 3.28 

2、 产品作节能住宅的外墙自保温时，其厚度大于等于 200mm。 

3、 应用砌块作外墙自保温，在混凝土框架结构或底层混合结构中，墙体的平均传热系数

（Km）和主体部位热惰性指标（Dp）宜按上海市建筑产品推荐性应用标准《蒸压砂加气

混凝土砌块自保温系统应用》（DBJ/CT035-2011）表 4.2.12。 

4、 在节能建筑中，产品用于短肢剪力墙（或异形柱结构）结构中时，应对梁柱部分进行保

温。外保温平面示意如图所示。 

内饰面（单向工程定）

混凝土构件

粘结剂

保温块

外饰面（单向工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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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外保温平面示意图 

5、 外墙外保温系统基本构造见图。 

内 外
基层墙体

找平层

粘结剂

保温板

抹面腻子（中间网格布）

饰面层

图 外墙内保温基本构造 

6、节能住宅，应根据不同种类砌体、砌体部分占外墙墙体面积比例按热工计算确定保温块

厚度。 

7、饰面层为涂料时，在作批嵌、刷涂料等装饰施工前，可采取以下方法之一处理保温块表

面： 

1.保温块表面宜用专用底批土批平，厚度不宜大于 5mm； 

2.保温块表面专用石膏砂浆粉刷，厚度不宜大于 10mm； 

3.保温块表面可做普通石膏砂浆粉刷，应用专用界面剂处理保温块表面，再做石膏粉：中砂

=1:3 的石膏砂浆粉刷，总厚度不宜大于 20mm； 

4.保温块表面可做普通水泥砂浆粉刷，应先用专用界面剂处理保温块表面，再做水泥砂浆或

混合砂浆粉砂，总厚度不宜大于 20mm。 

8、墙体转角（阴阳角）宜设置 10~15mm 控制缝。控制缝内用发泡剂填充。缝表面处理时，

宜加设 200mm 宽网格布。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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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发泡剂

建筑密封胶

加贴200宽网格布

图   墙体阴角节点 

二、 保温墙体施工方案： 

1、保温块施工前，必须按表 1 的要求对墙面平整度和垂直度进行检查验收，并应清除附在

表面的污垢、灰尘等杂物及墙体表面的疏松层。 

表 1  墙体表面的允许偏差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查方法 

1 立面垂直度 3 用 2m 垂直检测水平管尺检查 

2 表面平整度 3 用 2m 水平管靠尺和塞尺检查 

2、当墙面的垂直度或平整度达不到表 1 规定的要求时，应采取局部凿平、抹平或整个墙面

加抹找平层等措施。 

3、墙面找平抹灰后应待其干燥至表面颜色变浅或泛白时，方可进行保温块施工。 

4、铺贴前，应按设计要求先留出保温控制缝位置，并以皮数杆、水准线为标志，从房屋转

角处两侧、温度控制缝的端部及门窗洞口处开始铺贴。 

5、铺贴每楼层的第一皮保温块前，应先用水湿润楼层基面，然后用 1:3 水泥砂浆座浆。保

温块侧面和粘贴面应抹满粘结剂，并用水平尺、橡皮锥校正块体的水平度和垂直度及灰缝宽

度。无可靠的支撑结构时，外保温的第一皮保温块灰缝中的砂浆和粘结剂初凝后方可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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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二皮保温块的铺贴，应待第一皮保温块灰缝中的砂浆和粘结剂初凝后方可施工。 

7、保温块铺贴前，粘贴面应用毛刷清理干净后在铺粘结剂施工。 

8、保温块墙体阳角两侧必须同时铺贴，铺贴时上下皮应相互搭接。搭接长度不得小于搭接

保温块长度的 1/3，且不得小于 100mm。 

基层墙体

保温块

阳角交错排列示意 

网格布包阳角

墙体阳角节点 

 

 

9、铺贴时，水平灰缝的粘结剂应施铺与下皮保温块表面；垂直灰缝和粘结面上

的粘结剂可先涂抹于保温块的侧面，再上墙铺贴，并用橡皮锤轻击保温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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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缝饱满。及时清理挤压出的砂浆，做到随砌随勒随清理。灰缝厚度和宽度应为

2~3mm。 

10、上墙后的保温块在终凝前不得随意移动和撞击。若需校正，应重新涂抹粘结

剂进行铺贴。 

11、保温块墙面铺贴时应检查表面平整度。对局部不平整的部位应进行修整。 

12、外墙保温墙面应按设计要求与结构墙体进行拉结。建筑高度不超过 24m 时，

每层宜加设混凝土挑出支撑措施（见图 4.2.10-1）或设置经防腐处理的金属水

平托角条（见图 4.2.10-2）。 

 

PU发泡剂

加贴网格布

 

图 4.2.10-1   混凝土挑出支撑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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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托角条

图 4.2.10-2  金属水平托角条支承示例 

建筑高度超过 24m 时，超过部分每层应按图 4.2.10-1 或按图 4.2.10-2 加设支承

措施。除此外，还应增加机械固定措施，机械固定措施可采用每 2皮保温板增设

经防腐处理的拉结件，@600 一个，见图 4.2.11-1：也可采用锚固件方法，每㎡

不少于 2个锚固件。转角处应适当加密，见图 4.2.11-2。 

图 4.2.11-1 拉结件布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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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墙体

保温块

图 4.2.11-2 锚固件布置示例 

保温块不得着地铺设，外墙保温系统应离室外地面 300mm 左右，增设经防腐处理

的金属水平托角条或 PVC 水平托角条。见图 4.2.12。 

金属托角条

勒角

发泡剂

建筑密封胶

外保温系统

图 4.2.12  底层墙角节点示例 

13.保温块墙面间的温度控制缝应用 PU 发泡剂填充。干固后，应将流淌在缝外的

发泡剂清理干净，与墙面平齐。 

14、铺贴保温块墙体时，严禁在墙面上留设脚手架孔洞。 

15、穿越保温块墙体的管线等孔洞的四周应用保温块的碎末、水泥、石膏及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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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筑胶水进行搅拌嵌补，其配合比为水泥：石膏：保温块的碎末=1:1:3。 

16、保温块墙面批嵌前应清理干净，并按底面两道工序进行操作。面层批嵌应待

底层批嵌施工完毕并干固后方可进行。面层批嵌干固后打磨平整方可进行涂料、

油漆或墙纸施工。 

17、外保温墙面下列部位应局部加设网格布。 

1.保温块墙面与其他混凝土柱、梁、窗台、管线槽、温度控制缝和各类洞口等交

接保卫粘贴不小于 200mm 宽的镀锌铁丝网或宽玻纤网格布； 

2.门窗洞口四周沿 45 度斜向粘贴宽 200mm、长 400mm 的镀锌铁丝网或宽玻纤网

格布。 

3.离室外地坪 2000mm 高以下范围内的阳角部位粘贴 300mm 宽的镀锌铁丝网或宽

玻纤网格布。 

18、外保温墙面饰面施工应按清扫基层、涂刷抗渗剂、局部粘贴网格布、刮底批

土、墙面满贴网格布、刮面批土、刷涂料或粘贴面砖等工序依次进行。 

19、网格布间的搭接宽度大于 65mm，并由下往上铺贴。水平向的搭接位置宜距

离阴阳角 500mm；竖向搭接应为上部压盖下部网格布。 

20、雨期施工应有遮雨设施 

三、 冷热桥部位的处理 

1、保温砌块用于框架结构填充外墙时，其框架柱或梁或短肢剪力墙等混凝土结

构的外侧面或内侧面应优先采用同质保温块粘贴，厚度应根据保温砌块密度

级别、保温砌块的墙体面积占外墙比例，由热工计算确定。混凝土结构部分

也可以采用其他高效保温材料处理，相应厚度根据热工计算确定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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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碱玻纤网格布

ALC保温块外墙

饰面按单体设计

专用修补材
PU发泡剂

PE棒

钢筋混凝土柱

砖或其他墙体

饰面按单体设计

钢筋混凝土柱保温处理 

 

专用嵌缝剂
1:3的水泥砂浆

ALC保温块外墙

饰面按单体设计

钢筋混凝土梁

200耐碱玻纤网格布

或钢丝网（粉刷用）
砖或其他墙体

饰面按单体设计

钢筋混凝土梁保温处理 

 

2、自保温墙体外贴保温块处即外露梁柱部位也可以采用 XPS 挤塑板、EPS 聚苯

板、膨胀玻化微珠保温砂浆、聚苯颗粒保温砂浆、改性聚氨酯等保 

3、自保温墙体与混凝土柱、剪力墙交接截面应采用拉结钢筋等有效措施进行构

造增加拉结，交接处墙面应采用抗裂砂浆和增强网进行抗裂防渗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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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砂加气粘结剂技术性能指标： 

砂加气粘结剂技术性能指标 

项目 性能指标 检测方法 

外观 分体均匀、无结块 目测 

保水性(mg/cm²) ≤8 实验方法见附录 

流动性(mm) 120~150 GB/T2419 

抗压强度(MPa) 5.0~12.0 GB/T17671 

抗折强度(MPa) ≥2.2 

压剪胶结强度(MPa) ≥1.0 JC/T547-1994 

压剪胶结耐冻融强度(MPa) ≥0.40 

收缩率（%） ≤0.3 JGJ70 

五、 薄层灰泥（砂加气底批土）技术性能指标 

项目 性能指标 检测方法 

外观 分体均匀、无结块 目测 

保水性(mg/cm²) ≤8 实验方法见附录 

流动度(mm) 120~150 GB/T2419 

施工性 刮涂无障碍 JG/T3049 

抗压强度(MPa) 5.0~15.0 GB/T17671 

抗折强度(MPa) ≥2.2 

压剪胶结强度(MPa) ≥1.0 JC/T547-1994 

收缩率（%） ≤0.3 JGJ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