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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压加气混凝板材 

产品工艺简介 

加气混凝土是混凝土中加入了气体的材料体系，是以钙质材料

（石灰、水泥等）和硅质材料（石英砂、粉煤灰、煤矸石等）为基本

组分，以化学发气方法（铝粉或铝粉膏与水产生氢气）形成多孔结构，

通过蒸压养护获得强度的轻质材料。 

加气混凝土制品发展到现在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早在 1929 年瑞

典就开始用工业化生产加气混凝土制品。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 年前，

全世界加气混凝土的总产量不超过 100 万立方米，生产国家主要集中

在北欧三国(瑞典、捷克、芬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东欧、前

苏联、日本等国相继引进加气混凝土生产技术，加气混凝土工业获得

了很大的发展，至今己有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生产和应用加气混凝

土制品，年产量约 8000-9000 万立方米，分布范围包括寒带、温带、

热带地区，其制品主要应用于墙体、屋面方面。我国于 1965 年引进

了瑞典西波列克斯技术，在北京建成了第一家加气混凝土生产线。

2000 年以后，加气混凝土工业在全国发展迅速，爱舍（上海）新型

建材有限公司就是在这个形势下进入了加气行业，引进德国先进生产

工艺及生产线。经过七年多时间对德国技术工艺的消化吸收，形成了

自己独有的工艺技术及控制手段。 

加气混凝土在我国已有 60 余年的生产和应用历史，由于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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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轻、保温性能好的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中，在目前

是生产技术和应用技术最成熟的新型墙体材料。加气混凝土被列入

《公共建筑节能构造》国家标准图集。 

加气混凝土制品的特性： 1、保温隔热：其保温、隔热性是玻璃

的六倍、粘土的三倍、普通混凝土的十倍； 2、轻质高强：为普通混

凝土的 1/4、粘土砖的 1/3，比水还轻，和木材相当；立方体抗压强度

≥4mpa。特别是在钢结构工程中采用加气混凝土板作围护结构就更

能发挥其自重轻、强度高、延性好、抗震能力强的优越性。  3、耐火、

阻燃（墙板材—4 小时耐火）：加气混凝土为无机物，不会燃烧，而

且在高温下也不会产生有害气体；同时，加气混凝土导热系数很小，

这使得热迁移慢，能有效抵制火灾，并保护其结构不受火灾影响。 4、

易加工：可锯、可钻、可磨、可钉，更容易地体现设计意图； 5、吸

声、隔音：以其厚度不同可降低 30～50 分贝噪音； 6、承载能力：

风荷载、雪荷载及动荷载。7、耐久性好：加气混凝土是一种硅酸盐

材料，不存在老化问题，也不易风化，是一种耐久的建筑材料，其正

常使用寿命完全可以和各类永久性建筑物的寿命相匹配。8 绿色环保

材料：加气混凝土的原材料都为无机材料，无有害物质。 

 

ALC 板材内墙应用 

 

   ALC 板做为内墙主要基本选用原则是考虑其隔声技术要求而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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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如果设计的是住宅或公寓 
根据《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J 118—88 国家标准第 3.2.1

条 分户墙与楼板的空气隔声标准参见下表： 

围护结构部位 
计权隔声量 

一级 二级 三级 
分户墙及楼板 ≥50 ≥45 ≥40 

1.1.1.1 根据以上计权隔声量标准,分户墙三级隔声可以选用 100MM
厚的板材，二级隔声可以选用 120/150MM 厚的板材；鉴于分户墙可

能会出现卫生间墙内走管线的问题，因此建议设计时选用 150MM 厚

的板材； 
1.1.1.2《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J 118—88 国家标准中并未明确

规定户内墙的隔声标准，根据实践经验建议选用 100MM 厚的板材； 
1.1.1.3 住宅内墙的选用首先应该满足隔声要求，在满足隔声要求的

前提下应充分考虑建筑层高和板材最大长度的问题。 

 
如果设计的是宾馆或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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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J 118—88 国家标准第 6.2.1

条客房围护结构空气声隔声标准参见下表： 

围护结构部位 
计权隔声量(DB) 

特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客房与客房间隔墙 ≥50 ≥45 ≥40 

客房与走廊间隔墙（包含门） ≥40 ≥35 ≥30 
客房的外墙（包含门） ≥40 ≥35 ≥25 ≥20 

1.1.4.1 客房与客房间隔墙隔声要求二三级不小于 40 分贝板材可以选

用 100MM厚的，一级不小于 45分贝板材厚度可以选用 125或 150MM
厚度的，建议该类房间选用 125MM 厚的板材最佳； 
1.1.4.2 客房与走廊间隔墙（包含门）隔声要求二三级不小于 35 分贝

板材可以选用 100MM 厚的，一级不小于 40 分贝板材厚度可以选用

100 或 125MM 厚度的，建议该类房间选用 100MM 厚的板材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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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墙施工相对比较简单，施工后的墙体平整度和垂直度误差均控

制在 2mm 以内，装配后的墙体不需要再粉刷，只要批腻子即可喷刷

涂料，工人的劳动成本大大减少，人均日装配量达到 10 平方米/天。 

 

 

ALC 板材屋面板、楼板应用 

 

ALC 板做为屋面板、楼板主要考虑荷载能力，ALC 楼板可做到标准 

荷载 400Kg/m2。因为 alc 楼板产品轻，干密度一般 525kg/m3，可以

降低基础和结构的投入。 

屋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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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户型的夹层 

 

 

ALC 楼板采用装配式，根据主体结构施工时在预应力梁上事先

设置预埋件，由“工”字钢构成结构次梁，工厂生产的 600mm*Lmm

楼板采用简支板的形式隔置在工字钢上很方便的装配成由 ALC 楼板

组合的楼面，由于 ALC 楼板安装节点简单易操作，所以装配速度很

快，人均日装配量达到 22 平方米。 

 

管线安装及零星建筑部件安装 

1.1  墙板安装后应经质检单位或部门验收合格方可进行安装作业。 

1.2  安装前应按设计图纸将管线位置与走向在墙板上进行弹线定

位。 

1.3  施工时，应按定位线使用切割机与钻孔机具进行开槽和钻孔。

严禁随意打洞、凿槽及损伤节点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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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墙板开槽宜沿墙板长度方向且在板内纵筋间的位置。 

1.5  墙板开槽的深度不得大于 1/3 板厚，槽宽不得大于 30mm；开槽

深度大于 1/3 板厚或沿板宽横向开槽宜用保护层加厚的墙板。 

1.6  隔墙板上的竖向管线宜设在竖板间拼缝位置。竖向管线较密集

部位宜用 C20 混凝土现浇固定，但该部位总宽度不宜超过 500mm。 

1.7  管线敷设后应用 1:3 水泥砂浆填实，表面略低于墙板面 2mm，

再用专用修补砂浆补平，并沿槽长外贴耐碱耐玻璃纤维网格布或设置

钢丝网增强。 

1.8 墙板上开设风管等洞口时，应沿洞口周边增设闭合的角钢或扁钢

框架。 

1.9 室内吊柜、各类表箱安装宜用塑料膨胀管或尼龙锚栓与墙板固

定。安装较重部件时，宜用对穿螺栓与墙板固定，荷重支承点不得设

在同一块板及板以拼缝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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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墙 ALC 界面处理流程 

1) 装饰作业前应及时清理板材表面浮尘。 

2) 墙板表面缺棱掉角，管线开槽部位宜采用专用修补材。 

3）凡门窗框，板缝，钢筋混凝土柱，梁，窗台板，电表箱，电

话箱等与墙交接处均应贴 200mm 宽玻璃纤维网格布增强。耐碱

玻璃纤维网格宜用厚 0.25mm、网眼 9 目的网格布。单位面积质

量（g/㎡）大于等于 130。耐碱断裂强力（N/50mm）大于 750，

耐碱断裂强力保留率（百分比）大于等于 50，断裂应变（百分

比）小于等于 5. 

4）受潮板的表面不得进行任何施工。 

5）批嵌材料应用电动工具搅拌均匀。加水量及其投料比例应按

产品说明书规定。水灰比约为 1:4。拌到胶泥状，刮涂无障碍。 

6）室内墙板阳角部位宜做 1800mm 高，每边 50mm 宽的 1：3

水泥砂浆护角。或用 25mm*25mm 镀锌角网条护角，也可以用玻

璃纤维网格布护角。 

7）内墙面批嵌必须分底面两道工序，底批厚度 2-3mm，面层批

嵌应待底层批嵌施工完毕并干固后方能进行。面层批嵌干固后可

用砂纸轻轻打磨即可进行涂料，油漆或墙纸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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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C 板饰面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