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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装饰一体化三明治墙体的
生产质量控制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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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温装饰一体化三明治墙体的基本概念

        在北方寒冷地区，室内温度过低会导致人体失温而影响健康甚

至死亡，南方地区室内温度过高同样会影响人体健康，都需要主动

输入能源来改变室内温度，暖气和空调的能耗很大，因此提高外墙

的热阻值降低能耗显得尤为重要。

        预制夹心墙板是一种高效、持久、经济的建筑外墙被动式节能

技术产品，广泛适用于热带地区、寒带地区等室内外温差较大且具

有节能要求的工业与民用建筑物。

        三明治墙体是把保温材料夹在两层混凝土之间，增强了保温材

料寿命，同时杜绝了火灾危险，具有长期效益，在国外已经有超过

60年的应用历史；保温材料外面增加了50mm以上的钢筋混凝土，

间接地影响了房屋的经济性。

        “保温装饰一体化三明治墙体”可以进一步节省装饰费用，为

提高夹心墙板的经济性提供了可能。







一、保温装饰一体化三明治墙体的基本概念

        保温装饰一体化三明治墙板是在墙板生产时，把内叶墙、保温
板、外叶墙、装饰层集成在一起的多层复合构造形式，装饰层和预
制构件一体完成。装饰做法包括GFRC或GFRP、石材、瓷砖、装
饰混凝土等材质，一般采用反打成型。

        夹心墙板分为非组合受力夹心墙、组合受力夹心墙、部分组合
受力夹心墙三类，由于我国城市建筑以高层建筑为主，《装配式混
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推荐采用非组合受力夹心墙，主要
是因为：外叶墙不会产生温度裂缝，受力计算简单。

        保温装饰一体化三明治墙板 宜采用非组合受力形式，否则外
叶墙产生开裂会影响装饰层的美观和使用寿命。



一、保温装饰一体化三明治墙体的基本概念

• 非组合墙板的外叶墙不参与内叶墙的受力，在温差变化作用下的伸缩不会传递给内叶墙

，外叶墙的自由涨缩可以释放温度应力。

• 组合受力夹心墙和部分组合受力夹心墙的受力计算、设计原理非常复杂，国外仅用于单

层结构和多层建筑外墙，不适用于我国高层建筑。

• 不同的组合形式适用于不同的工程目的（下回分解）

                 

非组合式墙板 组合式墙板



一、保温装饰一体化三明治墙体的基本概念
     经过试验证明，非组合夹心墙板的内、外叶墙可以相互滑
移，行为独立，外叶墙不参与内叶墙的内力分配（非组合）

相互滑移
行为独立

合肥宝业
合肥工大
2015年试验



二、影响夹心墙板质量的主要因素

1、设计要求：需要保证内外叶墙之间连接的设计可靠性。

（1）保温和拉结件的设计方法决定了墙板受力性质和生产难易程度。拉结件选型、布置间

距、构造方法需要正确的设计。（棒状、片状、桁架式、平插、斜插、尺寸位置）

（2）拉结件的一般情况下，混凝土与保温材料的相容性并不好，需要有保温拉接件穿过保

温材料，将内外叶墙和保温板复合在一起；拉结件的抗弯和抗剪强度、弹性模量和变形协

调能力、与混凝土共同工作能力都指标很重要。（抗拉强度、抗拉弹性模量、抗剪强度、

剪切弹性模量、弯曲强度、弯曲弹性模量）

（3）预制构件的质量对墙板性能和寿命影响很大。（装饰及保护层厚度、冷热桥、混凝土

强度、配合比、密实度、冻融和冷凝）

        以上因素都是在生产前所做的技术准备，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夹心墙板质量和耐久性

能。



二、影响夹心墙板质量的主要因素

1、设计要求：举例

抗剪拉结件形成组合墙和部分组合墙



二、影响夹心墙板质量的主要因素

1、设计要求：举例 非抗剪拉结件用于非组合受力夹心墙

垂直穿过保温，外层混凝土才能热胀冷缩



二、影响夹心墙板质量的主要因素

1、技术要求：非组合夹心墙拉结件的力学模型

弯曲弹性模量指标用于计算外叶墙在自重作用下的滑移量，
变形过大会导致胶缝开裂或门窗开启困难

E——弯曲弹性模量



二、影响夹心墙板质量的主要因素

1、设计要求：设计决定了是否存在冷热桥



二、影响夹心墙板质量的主要因素

1、设计要求：冷热桥部位的能源损失是持续的，不可忽视（特殊条件可肉眼观察）



二、影响夹心墙板质量的主要因素

1、技术要求：冷热桥部位的能源损失是持续的，不可忽视

墙板的表面装饰为彩色石子预制



二、影响夹心墙板质量的主要因素

1、设计要求：混凝土强度、配合比、密实度、冻融和冷凝（开裂是最大的失败）

混凝土强度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拆模时的强度、吊运时的强度、使用时的强度

配合比要保证工作性能，容易忽略的因素：

塌落度、浇筑时的塌落度、初凝时间、终凝时间

影响密实度的因素：

塌落度、生产工艺、振捣方式，推荐采用大塌落度，甚至自密实混凝土

        以上是影响预制构件混凝土质量的主要因素，都需要进行工艺试验进行测试和确定。



二、影响夹心墙板质量的主要因素

1、设计要求：开裂是最大的失败，冻融破坏后雨水会腐蚀钢筋



二、影响夹心墙板质量的主要因素

1、设计要求：不正确的设计和生产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保温板上浮导致拉接件锚固失效、冷热桥严重、非组合受力变成组合受力



二、影响夹心墙板质量的主要因素

1、设计要求：

装饰层的凸凹厚度不能计
入外叶墙厚度，假设表面
装饰层厚度20mm，外叶
墙厚度50mm，总厚度应
该是70mm，外叶墙自重
按照70mm混凝土考虑。



二、影响夹心墙板质量的主要因素

2、设计技巧：规范和标准不可能面面俱到，一些问题还需要

适当的技术措施来解决。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中对夹心墙板的技术要求只是定性，内容不够详

细。需要设计师从建筑性能的要求出发，自行安排合理的技术措施，包括国外的标准和厂

家的经验也可参考。



二、影响夹心墙板质量的主要因素

2、设计技巧：门窗洞口

       门窗洞口的保温板一定要盖住，不能直接暴露，否则有机板容易老化，无机保温材料

容易吸潮导致性能下降；一种做法是在门窗外设计有窗套板，窗套板也是门窗洞口的装

饰。



二、影响夹心墙板质量的主要因素

2、设计技巧：门窗洞口

    另一种做法是用门窗框盖住保温板

的位置。

    气候严寒地区保温板厚度大，可采

取保温板削角的措施，在门窗洞口边

局部减薄保温厚度，而不应该采用混

凝土封边，垂直和水平拼缝也要防止

混凝土和灌浆料漏浆形成冷热桥。

美国Thermomass做法



二、影响夹心墙板质量的主要因素

2、设计技巧：门窗洞口

窗框的外围用密封胶保证气密性。

施打密封胶



二、影响夹心墙板质量的主要因素

2、设计技巧：门窗洞口

绝对不允许外叶墙与内叶墙混凝土联通，外叶墙才能在温差作

用下自由滑移，不至于开裂。

德国哈芬做法



二、影响夹心墙板质量的主要因素

2、设计技巧：内外层滑移

        必须保证非组合夹心墙板的三层构造之间可以有微小的滑移，并且将滑移量控制在
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美国要求为2.54mm），否则墙板胀缩应力无法释放会导致墙板开裂。
必要时可以增加一层塑料布。

德国哈芬做法 美国Thermomass做法



二、影响夹心墙板质量的主要因素

2、设计技巧：非承重夹心墙板的减重措施

        

把内叶墙做成槽形板，200厚的墙板面密度为300KPa



二、影响夹心墙板质量的主要因素

2、设计技巧：承重夹心墙板的窗下减重措施

        

把内叶墙做成槽形板，200厚的墙板面密度为300KPa



二、影响夹心墙板质量的主要因素

2、设计技巧：装饰层与外叶墙集成在一起
        如果采用反打工艺，可以把装饰层与外叶墙集成在一起，现场安装完成后不需要另
做外饰面，进一步提高夹心墙板的经济性。但要注意生产过程和运输施工过程的成品保
护。饰面层可以是瓷砖、陶板、石材、装饰混凝土等。

瓷砖反打和装饰混凝土可以同时存在



三、生产步骤、技术要点、管理方法

1、装饰层施工

混凝土的可塑性，用造型模具可以制作带装
饰效果的外叶墙，节省装饰材料。



让文化艺术与历史融入建筑

让建筑成为文化艺术与历史

三、生产步骤、技术要点、管理方法

1、装饰层施工
装饰画模衬
提升建筑价值！



三、生产步骤、技术要点、管理方法

1、装饰层施工

瓷砖排放，压镶缝条效率低（日本常用作法）



三、生产步骤、技术要点、管理方法

1、装饰层施工

装饰层施工

用瓷砖反打模衬效率高（美国通常作法）



三、生产步骤、技术要点、管理方法

1、装饰层施工

及时冲水



三、生产步骤、技术要点、管理方法

2、夹心墙生产步骤

用瓷砖反打模衬效率高

Step 1:保护层浇筑后，放入保温板和连接件

Step 3: 放入受力层的钢筋和埋件

Step 2:保温铺放完成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质量检查

Step 4:混凝土硬化拆模，夹心三明治墙板制作完成



三、生产步骤、技术要点、管理方法

2、夹心墙生产步骤

外叶墙钢筋安装完成
保温板、连接件、内叶墙钢筋安装

内叶墙混凝土自动布料 混凝土自动振捣密实



三、生产步骤、技术要点、管理方法

3、生产技术要点

保温板一定要预先钻孔！预先钻孔！预先钻孔！
然后把拉接件穿插在孔内



三、生产步骤、技术要点、管理方法

3、生产技术要点

拉结件插入时，旋转90度，用脚
后跟在拉结件旁边挤压一下，使
混凝土回流到孔位



三、生产步骤、技术要点、管理方法

3、管理方法

质量检查的程序必不可少，施工员不能兼任质检员，应该对

工人进行技术培训和交底。

1、检查外叶墙的混凝土塌落度是否在120~180mm（技巧：插入拉接件，

拔出后孔洞自行愈合即为合格）

2、检查保温板拼缝是否严实，3mm以上的缝隙需要贴宽胶带。

3、检查拉结件是否插入到设计的深度，要特别关注保温板是否上浮。

4、拔出拉结件抽查10%左右，看拉结件是否被混凝土包裹。



三、生产步骤、技术要点、管理方法

3、管理方法

图1.  对一块墙板的检查图案，第
一步对编号为“1”的连接件进行
抽检

图2. 如图中所示，带“×”的连
接件末端未被混凝土完全包裹时，
应扩大检查范围

质量检查的程序必不可少

检查是事前控制的手段
拔出来检查拉接件的“鸽尾”部
位，“出污泥而不染的”就是不
合格的，应该当场返工。



三、生产步骤、技术要点、管理方法

3、管理方法

质量检查的程序必不可少

这块墙板在保温和安全性方面都存
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应该坚决返工



三、生产步骤、技术要点、管理方法

4、 案例（哈芬拉接件）



三、生产步骤、技术要点、管理方法

4、 案例（哈芬拉接件）



三、生产步骤、技术要点、管理方法

4、 案例（哈芬拉接件）



三、生产步骤、技术要点、管理方法

4、 案例（哈芬拉接件）



三、生产步骤、技术要点、管理方法

4、 案例（哈芬拉接件）



三、生产步骤、技术要点、管理方法

4、 案例（哈芬拉接件）



三、生产步骤、技术要点、管理方法

4、 案例（哈芬拉接件）



三、生产步骤、技术要点、管理方法

4、 案例（哈芬拉接件）



三、生产步骤、技术要点、管理方法

4、 案例（哈芬拉接件）



三、生产步骤、技术要点、管理方法

4、 案例（哈芬拉接件）



三、生产步骤、技术要点、管理方法

4、 案例（哈芬拉接件）



三、生产步骤、技术要点、管理方法

4、 案例American University North Hall Washington, DC

Thermomass拉结件



三、生产步骤、技术要点、管理方法

4、 案例



三、生产步骤、技术要点、管理方法

4、 案例



三、生产步骤、技术要点、管理方法

4、 案例



三、生产步骤、技术要点、管理方法

4、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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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案例



三、生产步骤、技术要点、管理方法

4、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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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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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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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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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案例



三、生产步骤、技术要点、管理方法

4、 案例



三、生产步骤、技术要点、管理方法

4、 案例



三、生产步骤、技术要点、管理方法

4、 案例



三、生产步骤、技术要点、管理方法

4、 案例



四、思考和建议

1、保温装饰一体化三明治墙体在我国还是新生事物，技术设计对

于构件生产工艺的难易程度、最终质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2、合理利用水泥基材料和混凝土可塑性，将装饰与夹心保温板的

外叶墙集成在一起，具有良好的经济性，值得大力推广。

3、保温装饰一体化三明治墙体的技术难度并不高，质量控制的关

键在于设计和管理。

4、目前规范和标准中关于夹心墙的内容并不多，不能够迷信和盲

从规范及标准，应该从项目特点出发，必要时倾听厂家的意见，一

事一议、一事一研究，相信科学。



现代营造——建筑工业化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

球墨铸铁版灌浆套筒（专利产品）

Thermomass代理商

MS单组分耐候密封胶预制构件专用埋件



感谢聆听，欢迎会后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