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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新疆建筑节能的发展新疆建筑节能的发展



1.1 1.1 新疆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特点新疆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特点

新疆位于祖国西北边陲，亚欧大陆中新疆位于祖国西北边陲，亚欧大陆中

部，地处东经部，地处东经7373°°4040′′~96~96°°2323′′，北纬，北纬

3434°°2525′′~49~49°°1010′′之间，面积之间，面积160160万多平万多平

方公里，约占我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是方公里，约占我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是

我国面积 大的省区。人口约我国面积 大的省区。人口约16001600万。全区万。全区

辖辖1212个地个地((州州))、、2222个设市城市、个设市城市、6666个县。个县。





新疆按照新疆按照““中国建筑气候区划图中国建筑气候区划图””位于第位于第

ⅦⅦ区，跨越了严寒和寒冷两个气候带，是建区，跨越了严寒和寒冷两个气候带，是建

筑节能的重点地区。新疆的气候属于典型的筑节能的重点地区。新疆的气候属于典型的

大陆性气候，冬季长，寒冷；夏季短，炎大陆性气候，冬季长，寒冷；夏季短，炎

热；春秋季变化大。热；春秋季变化大。



1.2 1.2 新疆建筑节能的发展新疆建筑节能的发展

1.2.1 1.2.1 全面执行民用建筑节能全面执行民用建筑节能50%50%的标准的标准

全区居住建筑从全区居住建筑从20032003年年44月月1515日起全面日起全面

实施建筑节能实施建筑节能50%50%的标准；公共建筑从的标准；公共建筑从20052005

年年77月月11日起实施建筑节能日起实施建筑节能50%50%设计标准。目设计标准。目

前全区前全区2222个设市城市民用建筑节能个设市城市民用建筑节能50%50%的设的设

计标准已全面展开。计标准已全面展开。



大部分县城已经启动实施，节能做得好大部分县城已经启动实施，节能做得好

的城镇还做了建筑节能的城镇还做了建筑节能65%65%、低能耗及利用、低能耗及利用

再生能源的试点、示范工作、并取得了较好再生能源的试点、示范工作、并取得了较好

的成绩。据统计的成绩。据统计20032003年年44月至月至20052005年底，全年底，全

区完成符合区完成符合50%50%节能标准要求的工程项目近节能标准要求的工程项目近

40004000个，建筑面积约个，建筑面积约20002000万平方米。万平方米。



1.2.2 1.2.2 建筑节能示范工程建设建筑节能示范工程建设

近几年来，全区建设了约近几年来，全区建设了约9090万平方米的万平方米的

建筑节能建筑节能50%50%示范工程、节能示范工程、节能65%65%及更低能及更低能

耗的示范工程。耗的示范工程。



1.2.3 1.2.3 再生能源利用再生能源利用

结合新疆的气候特点和能源结构，结合新疆的气候特点和能源结构，

充分注意了再生能源的利用。充分注意了再生能源的利用。



稳步推广清洁能源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稳步推广清洁能源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开展建筑节能，由于降低了热负荷，从而开展建筑节能，由于降低了热负荷，从而

降低了采暖能耗，从经济承受能力上，使得推降低了采暖能耗，从经济承受能力上，使得推

广天然气、电、油、洁净煤等清洁能源供暖成广天然气、电、油、洁净煤等清洁能源供暖成

为可能。为可能。



●● 太阳能太阳能

新疆的太阳能资源十分丰富，全年日照时新疆的太阳能资源十分丰富，全年日照时

数达数达2550~35002550~3500小时，太阳能总辐射量每平方小时，太阳能总辐射量每平方

米为米为5400~63005400~6300兆焦耳。兆焦耳。

仅次于西藏自治区，居仅次于西藏自治区，居全国第二位。全国第二位。



新疆的太阳能研究和利用始于新疆的太阳能研究和利用始于2020世纪世纪7070年年

代代，但发展缓慢。到目前为止，太阳能的使用，但发展缓慢。到目前为止，太阳能的使用

量占建筑总能耗的比例还未超过量占建筑总能耗的比例还未超过5%5%。今后要扩。今后要扩

大在热水、采暖、光电转换等方面的应用。提大在热水、采暖、光电转换等方面的应用。提

倡集热器安装有序，做到与建筑一体化。倡集热器安装有序，做到与建筑一体化。



●● 地源热泵地源热泵

属于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属于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

水源热泵技术利用地下水以及地表水源的水源热泵技术利用地下水以及地表水源的

过程当中，不会引起区域性的地下以及地表水过程当中，不会引起区域性的地下以及地表水

污染。实际上，水源水经过热泵机组后，只是污染。实际上，水源水经过热泵机组后，只是

交换了热量，水质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经回灌交换了热量，水质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经回灌

至地层或重新排入地表后，不会造成对于原有至地层或重新排入地表后，不会造成对于原有

水源的污染。可以说水源热泵是一种清洁能源水源的污染。可以说水源热泵是一种清洁能源

方式。方式。



属于经济有效的节能技术属于经济有效的节能技术

地球表面或浅层水源的温度一年四季相对地球表面或浅层水源的温度一年四季相对

稳定，一般为稳定，一般为1010～～2525℃℃，冬季比环境空气温度，冬季比环境空气温度

高，夏季比环境空气温度低，是很好的热泵热高，夏季比环境空气温度低，是很好的热泵热

源和空调冷源。这种温度特性使得水源热泵的源和空调冷源。这种温度特性使得水源热泵的

制冷、制冷系数可达制冷、制冷系数可达3.53.5～～5.55.5。。



采用地源热泵环境效益显著采用地源热泵环境效益显著

水源热泵的污染物排放，与空气源热泵相水源热泵的污染物排放，与空气源热泵相

比，相当于减少比，相当于减少40%40%以上；与电供暖相比，相以上；与电供暖相比，相

当于减少当于减少70%70%以上；如果结合其它节能措施节以上；如果结合其它节能措施节

能减排会更明显。虽然也采用制冷剂，但比常能减排会更明显。虽然也采用制冷剂，但比常

规空调装置减少规空调装置减少25%25%的充灌量；属自含式系的充灌量；属自含式系

统，即该装置能在工厂车间内事先整装密封统，即该装置能在工厂车间内事先整装密封

好，因此，制冷剂泄漏机率大为减少。好，因此，制冷剂泄漏机率大为减少。



地源热泵可一机多用，应用范围广地源热泵可一机多用，应用范围广

地源热泵系统可供暖、空调，还可供生活地源热泵系统可供暖、空调，还可供生活

热水，一机多用，一套系统可以替换原来的锅热水，一机多用，一套系统可以替换原来的锅

炉加空调的两套装置或系统；可应用于宾馆、炉加空调的两套装置或系统；可应用于宾馆、

商场、办公楼、学校等建筑，更适合于别墅住商场、办公楼、学校等建筑，更适合于别墅住

宅的采暖、空调。宅的采暖、空调。



2.2.外墙外保温系统分类及构造外墙外保温系统分类及构造



目前，全区节能工程建设围护结构基本目前，全区节能工程建设围护结构基本

上采用外墙外保温系统，应用较多的体系有上采用外墙外保温系统，应用较多的体系有

以下以下 7 7 类。类。



11、、EPSEPS板薄抹灰系统板薄抹灰系统

22、胶粉、胶粉EPSEPS颗粒保温浆料外墙外保温系统颗粒保温浆料外墙外保温系统

33、胶粉聚苯颗粒贴砌、胶粉聚苯颗粒贴砌EPSEPS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板外墙外保温系统

44、、EPSEPS现浇混凝土外墙外保温系统现浇混凝土外墙外保温系统

55、、EPSEPS钢丝网架板现浇混凝土外保温系统钢丝网架板现浇混凝土外保温系统

66、聚氨酯外墙外保温系统、聚氨酯外墙外保温系统

77、机械固定、机械固定EPSEPS钢丝网架板现浇混凝土外保钢丝网架板现浇混凝土外保
温系统温系统



EPSEPS板薄抹灰系统由板薄抹灰系统由EPSEPS板（模塑聚苯乙板（模塑聚苯乙

烯泡沫塑料）保温层、薄抹面层和饰面涂层烯泡沫塑料）保温层、薄抹面层和饰面涂层

构成，构成，EPSEPS板用胶粘剂固定在基层上，薄抹板用胶粘剂固定在基层上，薄抹

面层中满铺玻纤网格布。建筑物高度在面层中满铺玻纤网格布。建筑物高度在20m20m

以上时，在受负风压较大的部位宜使用锚栓以上时，在受负风压较大的部位宜使用锚栓

辅助固定。饰面层为涂料。辅助固定。饰面层为涂料。

2.1 EPS2.1 EPS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







保温浆料系统由界面层、胶粉保温浆料系统由界面层、胶粉EPSEPS颗粒保颗粒保

温浆料保温层、抗裂防护层和饰面层构成。温浆料保温层、抗裂防护层和饰面层构成。

是起保温隔热、防护和装饰作用构造系统。是起保温隔热、防护和装饰作用构造系统。

饰面层可以是涂料或粘贴面砖。饰面层可以是涂料或粘贴面砖。

2.2 2.2 胶粉聚苯颗粒保温浆料外墙外保胶粉聚苯颗粒保温浆料外墙外保
温系统（简称保温浆料系统）温系统（简称保温浆料系统）









无网现浇系统以现浇混凝土外墙作为基层无网现浇系统以现浇混凝土外墙作为基层

EPSEPS板为保温层。板为保温层。EPSEPS板内表面与现浇混凝土接板内表面与现浇混凝土接

触的表面沿水平方向开有燕尾槽，内、外表面触的表面沿水平方向开有燕尾槽，内、外表面

均满喷界面砂浆。在施工时将均满喷界面砂浆。在施工时将EPSEPS板以及锚栓板以及锚栓

结合为一体。结合为一体。EPSEPS板表面抹抗裂砂浆薄抹面层板表面抹抗裂砂浆薄抹面层

薄抹面层中满铺玻纤网格。外表以涂料为饰薄抹面层中满铺玻纤网格。外表以涂料为饰

面。面。

2.3 EPS2.3 EPS板现浇混凝土外墙外保温系统板现浇混凝土外墙外保温系统
（简称（简称EPSEPS板无网现浇系统）板无网现浇系统）







有网现浇系统以现浇混凝土外墙作为基层采有网现浇系统以现浇混凝土外墙作为基层采

用腹丝外穿透型钢丝网架用腹丝外穿透型钢丝网架EPSEPS板作保温隔热材板作保温隔热材

料，置于外墙外模内侧，并以锚筋钩紧网片作为料，置于外墙外模内侧，并以锚筋钩紧网片作为

辅助固定措施与钢筋混凝土浇为一体。辅助固定措施与钢筋混凝土浇为一体。EPSEPS的抹的抹

面层为抗裂水泥砂浆面层为抗裂水泥砂浆((覆裹钢丝网片覆裹钢丝网片))，属厚型抹，属厚型抹

灰面层，面砖饰面；灰面层，面砖饰面；EPSEPS板表面层为抹抗裂砂浆板表面层为抹抗裂砂浆

薄抹面层薄抹面时，应加玻纤网。做涂料饰面。薄抹面层薄抹面时，应加玻纤网。做涂料饰面。

2.4 2.4 钢丝网架钢丝网架EPSEPS板现浇混凝土板现浇混凝土
外墙外保温系统外墙外保温系统









采用采用EPSEPS板用胶粉粘结灰浆满粘板用胶粉粘结灰浆满粘EPSEPS板，并板，并

用用EPSEPS板用胶粉粘结灰浆对板用胶粉粘结灰浆对EPSEPS板面层进行找板面层进行找

平，平，EPSEPS板用胶粉粘结灰浆将板用胶粉粘结灰浆将EPSEPS板夹在中间形板夹在中间形

式复合保温层。式复合保温层。EPSEPS板之间要留板之间要留1010宽的板缝用宽的板缝用

EPSEPS板用胶粉粘结灰浆处理。饰面层为涂料或面板用胶粉粘结灰浆处理。饰面层为涂料或面

砖。砖。

2.5  2.5  胶粉聚苯颗粒夹芯聚苯板外墙外保胶粉聚苯颗粒夹芯聚苯板外墙外保
温体系（简称三明治体系）温体系（简称三明治体系）









该系统目前还没有国家行业标准，施工做法该系统目前还没有国家行业标准，施工做法

也比较多，有的用现场喷涂聚氨酯复合胶粉也比较多，有的用现场喷涂聚氨酯复合胶粉EPSEPS

颗粒找平；有的用水泥板做面板，采用灌注的方颗粒找平；有的用水泥板做面板，采用灌注的方

法；也有的用预制板现场粘贴等。饰面层为涂料法；也有的用预制板现场粘贴等。饰面层为涂料

或面砖。或面砖。

2.6 2.6 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外墙外保温体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外墙外保温体
系（简称聚氨酯体系）系（简称聚氨酯体系）









机械固定系统由机械固定装置、腹丝非穿透机械固定系统由机械固定装置、腹丝非穿透

型型EPSEPS钢丝网架板、掺外加剂的水泥砂浆厚抹灰钢丝网架板、掺外加剂的水泥砂浆厚抹灰

层和饰面层构成。以涂料做饰面层时，应加抹玻层和饰面层构成。以涂料做饰面层时，应加抹玻

纤网抗裂砂浆薄抹灰层。纤网抗裂砂浆薄抹灰层。

2.7 2.7 机械固定机械固定EPSEPS钢丝网架板外墙外保温系统钢丝网架板外墙外保温系统



注：机械固定系统不适用于加气混凝土和轻集料混凝土基层。



机械固定系统外墙外保温构造示意机械固定系统外墙外保温构造示意



3.3.外墙外保温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外墙外保温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



外墙保温是由功能分明的墙体结构层、保温外墙保温是由功能分明的墙体结构层、保温

层、保护层及饰面层四部分组成。做好墙体保温层、保护层及饰面层四部分组成。做好墙体保温

的关键技术问题包括：的关键技术问题包括：



3.1 3.1 安全安全

保温层与结构层、保温层与保护层以及保护保温层与结构层、保温层与保护层以及保护

层及饰面层应有良好的粘结性和安全的构造措层及饰面层应有良好的粘结性和安全的构造措

施；施；



3.2 3.2 耐久耐久

解决好保温层、保护层及饰面层的抗老解决好保温层、保护层及饰面层的抗老

化和耐候性问题；化和耐候性问题；



3.3 3.3 防裂防裂

防止和消除保护层和饰面层出现裂缝，防止和消除保护层和饰面层出现裂缝，

采取减少保温层及其保护层应力集中和收采取减少保温层及其保护层应力集中和收

缩变形的构造措施；缩变形的构造措施；



4.4.外墙外保温系统存在的质量问题外墙外保温系统存在的质量问题



4.1   4.1   安全性差安全性差

与基层墙体牢固结合，是保证外保温层稳与基层墙体牢固结合，是保证外保温层稳

定性的基本环节。定性的基本环节。

保温层与结构层、保温层与保护层以及保保温层与结构层、保温层与保护层以及保

护层及饰面层应有良好的粘结性和安全的构造护层及饰面层应有良好的粘结性和安全的构造

措施；措施；



外墙外保温体系应能抵抗下列因素综合作外墙外保温体系应能抵抗下列因素综合作

用的影响，即在当地 不利的温度和湿度条件用的影响，即在当地 不利的温度和湿度条件

下，承受风力、自重以及正常碰撞等各种内外下，承受风力、自重以及正常碰撞等各种内外

力相结合的负载，在如此严酷的条件下，保温力相结合的负载，在如此严酷的条件下，保温

层仍不致与基底分离、脱落以及在潮湿状态下层仍不致与基底分离、脱落以及在潮湿状态下

保持稳定性。粘结剂必须是耐水的，机械锚固保持稳定性。粘结剂必须是耐水的，机械锚固

件应不致被腐蚀。件应不致被腐蚀。



新疆目前从事外墙外保温工程的企业很新疆目前从事外墙外保温工程的企业很

多，质量水平差距很大，近一两年发生外墙外多，质量水平差距很大，近一两年发生外墙外

保温大面积脱落的现象，屡见不鲜。预计今后保温大面积脱落的现象，屡见不鲜。预计今后

几年随着粘结胶浆后期强度的降低，还将出现几年随着粘结胶浆后期强度的降低，还将出现

一些保温层脱落的现象。一些保温层脱落的现象。

安全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安全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



4.2   4.2   耐久性耐久性

解决好保温层、保护层及饰面层的抗老化解决好保温层、保护层及饰面层的抗老化

和耐候性问题是保证外墙外保温耐久性的关和耐候性问题是保证外墙外保温耐久性的关

键。键。



外墙外保温结构的平均寿命，在正常使用外墙外保温结构的平均寿命，在正常使用

与维修的条件下，应达到与维修的条件下，应达到2525年年以上，外墙外保以上，外墙外保

温体系的各种组成材料应该具有化学的与物理温体系的各种组成材料应该具有化学的与物理

的稳定性。其中包括保温材料、粘结剂、固定的稳定性。其中包括保温材料、粘结剂、固定

件、加强材料、面层材料、水蒸汽隔离材料、件、加强材料、面层材料、水蒸汽隔离材料、

密封膏等。密封膏等。



外墙外保温结构外墙外保温结构2525年年以上的平均寿命是借以上的平均寿命是借

鉴欧洲的节能标准。欧洲的建筑节能起于鉴欧洲的节能标准。欧洲的建筑节能起于2020世世

纪纪7070年代年代。欧洲优越的自然环境、良好的材料。欧洲优越的自然环境、良好的材料

品质、精细的施工质量、严格的施工工艺，并品质、精细的施工质量、严格的施工工艺，并

通过了通过了2525年年的工程实践验证，提出了的工程实践验证，提出了2525年年以上以上

的指标要求。的指标要求。



从目前情况看，我们远远达不到欧洲的条从目前情况看，我们远远达不到欧洲的条

件要求，且我们国家还没有件要求，且我们国家还没有2525年以上的工程经年以上的工程经

历，只能通过大型耐候性试验进行模拟验证。历，只能通过大型耐候性试验进行模拟验证。

耐久性应引起足够的重视。耐久性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4.3   4.3   外墙裂缝外墙裂缝

我们通常把裂缝分为微观裂缝和宏观裂我们通常把裂缝分为微观裂缝和宏观裂

缝。肉眼可见的裂缝范围一般以缝。肉眼可见的裂缝范围一般以0.05mm0.05mm为界，为界，

小于小于0.05mm0.05mm的裂缝称为微观裂缝，大于等于的裂缝称为微观裂缝，大于等于

0.05mm0.05mm的裂缝称为宏观裂缝，是微观裂缝扩展的裂缝称为宏观裂缝，是微观裂缝扩展

的结果。的结果。



由于外保温系统是非承重墙面，其墙面由于外保温系统是非承重墙面，其墙面

裂缝的危害不在于影响结构安全而主要是水的裂缝的危害不在于影响结构安全而主要是水的

渗透对保温系统的破坏以及对住户审美及心理渗透对保温系统的破坏以及对住户审美及心理

的影响。的影响。

防止和消除保护层和饰面层出现裂缝，采防止和消除保护层和饰面层出现裂缝，采

取减少保温层及其保护层应力集中和收缩变形取减少保温层及其保护层应力集中和收缩变形

的措施。的措施。



目前我区大量使用聚苯板薄抹灰系统，由目前我区大量使用聚苯板薄抹灰系统，由

于新疆恶劣的气候条件及使用抗裂材料的低于新疆恶劣的气候条件及使用抗裂材料的低

劣，施工工艺的粗糙，外墙裂缝问题普遍存劣，施工工艺的粗糙，外墙裂缝问题普遍存

在，影响外墙外保温系统的保温隔热效果及寿在，影响外墙外保温系统的保温隔热效果及寿

命。命。

外墙裂缝应该克服。外墙裂缝应该克服。



4.4   4.4   湿热性能湿热性能

墙内结露墙内结露

在在墙体内部或者在保温层内部结露都是有害墙体内部或者在保温层内部结露都是有害

的，应采取适当的技术措施加以避免。在新建的，应采取适当的技术措施加以避免。在新建

墙体干燥过程中，或者在冬季条件下，室内温墙体干燥过程中，或者在冬季条件下，室内温

度较高的水蒸汽向室外迁移时墙内可能结露。度较高的水蒸汽向室外迁移时墙内可能结露。



在在20002000年年以后的几年中由于未做外墙外保以后的几年中由于未做外墙外保

温或外墙外保温构造措施不当，造成墙内结温或外墙外保温构造措施不当，造成墙内结

露、发霉、淌水的现象普遍存在，严重影响人露、发霉、淌水的现象普遍存在，严重影响人

们生活的质量。们生活的质量。

















4.5 4.5 温度效应温度效应

由于新疆特殊的自然条件，昼夜及季节温差由于新疆特殊的自然条件，昼夜及季节温差

大，冻融循环频繁，都会对外墙表面造成损大，冻融循环频繁，都会对外墙表面造成损

害。为避免表面温度变化产生的变形使表面出害。为避免表面温度变化产生的变形使表面出

现裂缝，应设置伸缩缝。现裂缝，应设置伸缩缝。

伸缩缝的设置，可根据建筑物立面情况，按伸缩缝的设置，可根据建筑物立面情况，按

7m7m××7m7m以内安排。以内安排。





4.6 4.6 防火性能防火性能

尽管保温层处于外墙外侧，防火处理仍尽管保温层处于外墙外侧，防火处理仍

不容忽视。在采用聚苯乙烯板作外保温材料不容忽视。在采用聚苯乙烯板作外保温材料

时，必须采用有阻燃性能的板材；其表面及门时，必须采用有阻燃性能的板材；其表面及门

窗口等侧面，必须全部用防火材料严密包覆，窗口等侧面，必须全部用防火材料严密包覆，

不得有敞露部位；高层建筑需有专门的防火构不得有敞露部位；高层建筑需有专门的防火构

造处理，例如每隔一层设一防火隔离带；采用造处理，例如每隔一层设一防火隔离带；采用

厚型抹灰面层有利于提高保温层的耐火性能。厚型抹灰面层有利于提高保温层的耐火性能。





5.5.对外墙裂缝问题的剖析对外墙裂缝问题的剖析



5.1 5.1 影响外墙裂缝的因素影响外墙裂缝的因素

影响外保温建筑墙体裂缝的主要关键有三影响外保温建筑墙体裂缝的主要关键有三

个要素。个要素。

即：即：设计因素、材料因素、施工因素设计因素、材料因素、施工因素。。



5.1.1 5.1.1 设计因素设计因素

●● 保温层构造位置错置保温层构造位置错置

在设计中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在设计中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保温保温

层的构造位置使建筑物形成新的温度场。层的构造位置使建筑物形成新的温度场。



外保温做法，建筑物外墙主要受室内相对外保温做法，建筑物外墙主要受室内相对

稳定的温度场影响，温差变形应力较小，不易稳定的温度场影响，温差变形应力较小，不易

出现裂缝；内保温做法，建筑物外墙主要受室出现裂缝；内保温做法，建筑物外墙主要受室

外环境温度影响，内外墙体分别处于不同的温外环境温度影响，内外墙体分别处于不同的温

度场内，产生的温差变形不同。因建筑物外墙度场内，产生的温差变形不同。因建筑物外墙

不同部位会产生不同的变形，建筑结构处于不不同部位会产生不同的变形，建筑结构处于不

稳定状态，易出现开裂现象。稳定状态，易出现开裂现象。



外保温外保温
热像图中外墙表面温

度分布均匀

外保温建筑结构所处温度环境稳定外保温建筑结构所处温度环境稳定



●● 设计构造不合理设计构造不合理

外保温做法时，若建筑结构的挑出部位，外保温做法时，若建筑结构的挑出部位，

如：阳台、雨罩、靠外墙阳台栏板、空调机室如：阳台、雨罩、靠外墙阳台栏板、空调机室

外搁板、附壁柱、凸窗、女儿墙内侧及压顶等外搁板、附壁柱、凸窗、女儿墙内侧及压顶等

部位不做保温，就如同部位不做保温，就如同““给房子穿了棉袄，却没给房子穿了棉袄，却没

穿鞋穿鞋””，必然会存在热工缺陷，产生不同的结构，必然会存在热工缺陷，产生不同的结构

变形，引起开裂。变形，引起开裂。



外侧保温内侧未
保温的女儿墙

热像图

飘窗未做保温
而形成热桥

不完全的外保温如同“给房子穿了棉袄没穿鞋”



●● 保温面层构造误区保温面层构造误区

保温面层采用普通水泥砂浆抹灰，由于水泥保温面层采用普通水泥砂浆抹灰，由于水泥

砂浆存在的两个矛盾周期，即水泥砂浆早期强砂浆存在的两个矛盾周期，即水泥砂浆早期强

度增长周期较短，收缩周期较长，收缩率比保度增长周期较短，收缩周期较长，收缩率比保

温层材料大，致使保温面层出现开裂。温层材料大，致使保温面层出现开裂。



相邻材料导热系数差过大也是引起开裂的原因相邻材料导热系数差过大也是引起开裂的原因

之一。如聚苯板的导热系数是之一。如聚苯板的导热系数是0.041W/(m0.041W/(m22··K)K)，，

水泥砂浆的导热系数是水泥砂浆的导热系数是0.93 W/(m0.93 W/(m22··K)K)，相差约，相差约

2222倍。倍。

透汽性是外保温运动状态的主要特征。由于抹透汽性是外保温运动状态的主要特征。由于抹

面砂浆柔性不够，也会引起保温饰面层龟裂。面砂浆柔性不够，也会引起保温饰面层龟裂。



保温面层采用水泥砂浆抹灰引起开裂

水泥砂浆两个矛盾周期引起开裂

水泥砂浆早期强度增长周期较短，收缩周期较长，收缩率
比保温层材料大。



抹面砂浆柔韧性不够引起保温墙面开裂



钢丝网架聚苯板水泥砂浆厚抹灰应归为夹心保温

保温层两侧温差大

相邻材料变形速度差大
（聚苯板和表面抹灰砂浆）

水泥砂浆两个矛盾周期



●● 强度高的保温材料易空鼓强度高的保温材料易空鼓

目前有的企业生产带防护面层的外保温预目前有的企业生产带防护面层的外保温预

制板材，贴粘在墙上，由于带防护面层的外保制板材，贴粘在墙上，由于带防护面层的外保

温预制板材受热应力变形而引起预制板变形空温预制板材受热应力变形而引起预制板变形空

鼓，板缝处开裂。鼓，板缝处开裂。



挤塑聚苯板外墙外保温工程墙面裂缝

抹灰层柔性不够，相邻材料
变形速度差过大，透汽性差

板缝处开裂



抹面砂浆柔性不够引起龟裂

挤塑聚苯板外墙外保温工程墙面裂缝

网格布位置不正确



●● 空腔构造空腔构造

建筑外墙迎风面所受的推力为正风压；侧建筑外墙迎风面所受的推力为正风压；侧

风面和背风面所受吸力为负风压。正负风压对风面和背风面所受吸力为负风压。正负风压对

保温墙面空鼓影响较大，由于空腔构造及锚钉保温墙面空鼓影响较大，由于空腔构造及锚钉

控制力很有限，由风压引起的变形应力多集中控制力很有限，由风压引起的变形应力多集中

在板缝处，因而易造成板缝处开裂，极端情况在板缝处，因而易造成板缝处开裂，极端情况

下，负风压甚至会将保温板掀掉，乌鲁木齐市下，负风压甚至会将保温板掀掉，乌鲁木齐市

已发生过这样的事故。已发生过这样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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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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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钉控制力很有限



●● 饰面材料不配套饰面材料不配套

饰面材料配套不合理也是引起保温工程开饰面材料配套不合理也是引起保温工程开

裂的一个重要原因。腻子性能不匹配可能引起裂的一个重要原因。腻子性能不匹配可能引起

开裂；涂料性能不匹配也可引起开裂。因此，开裂；涂料性能不匹配也可引起开裂。因此，

在外保温工程中一定要用柔性腻子及高弹性涂在外保温工程中一定要用柔性腻子及高弹性涂

料，以防止饰面层龟裂。料，以防止饰面层龟裂。



保温面层腻子允许变形指标不够

柔性腻子 刚性腻子

腻子变形量不够，无法满足温差变形要求



保温面层涂料的柔性指标不够（4年对比）

耐老化涂料 不耐老化涂料



保温面层涂料附着力差、漆膜强度高

附着力不好，与腻子不匹配 涂料延展性差，漆膜过硬



5.1.2 5.1.2 材料因素材料因素

●● 聚合物品种选择不当，某些胶粉在粘结聚合物品种选择不当，某些胶粉在粘结

力、耐候性、耐水性、弹性等诸多方面不如丙力、耐候性、耐水性、弹性等诸多方面不如丙

烯酸乳液的性能，从而导致面层开裂。烯酸乳液的性能，从而导致面层开裂。



●● 聚合物胶粉配套的助剂少，相互的性能作用聚合物胶粉配套的助剂少，相互的性能作用

不一，影响体系的稳定性。不一，影响体系的稳定性。



●● 聚合物胶粉成本高，而原料价格又在不断上聚合物胶粉成本高，而原料价格又在不断上

涨，成品价格又涨不上去，生产厂家只能降低涨，成品价格又涨不上去，生产厂家只能降低

产品质量保住成本不涨。产品质量保住成本不涨。



●● EPSEPS、、XPSXPS聚苯板挤压合格后应在自然条件下聚苯板挤压合格后应在自然条件下

陈化陈化4242天或在天或在6060℃℃蒸气中陈化蒸气中陈化55天以上，使其表天以上，使其表

面应力散去，否则会促进抹面砂浆开裂。面应力散去，否则会促进抹面砂浆开裂。



●● 配套使用的石英砂含有大量的金属离子及其配套使用的石英砂含有大量的金属离子及其

它杂质对聚合物的稳定性有较大的影响，同时它杂质对聚合物的稳定性有较大的影响，同时

石英砂级配不合理也是导致聚合物砂浆强度变石英砂级配不合理也是导致聚合物砂浆强度变

差的原因之一。差的原因之一。



●● 聚合物抹面砂浆中不掺、少掺或掺入的抗裂聚合物抹面砂浆中不掺、少掺或掺入的抗裂

纤维没有分散均匀，均可导致聚合物抹面砂浆纤维没有分散均匀，均可导致聚合物抹面砂浆

开裂。开裂。

●● 生产过程计量不准确或混料不均匀等均会引生产过程计量不准确或混料不均匀等均会引

起聚合物抹面砂浆开裂。起聚合物抹面砂浆开裂。



●● 玻纤网格布的平米克重太低，网格布网孔太玻纤网格布的平米克重太低，网格布网孔太

大或太小、网格布的耐碱涂层的涂敷量不足，大或太小、网格布的耐碱涂层的涂敷量不足，

耐碱强度保留率过低，网格布间断开无搭接或耐碱强度保留率过低，网格布间断开无搭接或

搭接尺寸不符合要求，网格布埋设位置不当等搭接尺寸不符合要求，网格布埋设位置不当等

都会引起开裂。都会引起开裂。



5.1.3 5.1.3 施工因素施工因素

●● 为降低工程造价，施工时减少聚合物砂为降低工程造价，施工时减少聚合物砂

浆用量，致使聚苯板的粘结面积不够，从而导浆用量，致使聚苯板的粘结面积不够，从而导

致墙体开裂或保温层脱落。致墙体开裂或保温层脱落。



●● 基层墙体未进行处理，平整度过差，粘基层墙体未进行处理，平整度过差，粘

结聚苯板时没有很好的找平从而导致抹面砂浆结聚苯板时没有很好的找平从而导致抹面砂浆

厚度不均，收缩不一致而导致开裂。厚度不均，收缩不一致而导致开裂。



●● 在聚合物砂浆抹面的实际施工中，经常在聚合物砂浆抹面的实际施工中，经常

使用普通腻子找平，这种腻子没有弹性极易开使用普通腻子找平，这种腻子没有弹性极易开

裂。裂。



●● 在聚苯板上抹第一遍砂浆时，直接把网在聚苯板上抹第一遍砂浆时，直接把网

格布铺设于墙面上，胶浆与网格布不能良好的格布铺设于墙面上，胶浆与网格布不能良好的

复合，网格布起不到约束和分散应力的作用而复合，网格布起不到约束和分散应力的作用而

引起开裂。引起开裂。



●● 面层施工时在太阳暴晒下进行，抹完面面层施工时在太阳暴晒下进行，抹完面

层后未及时喷水养护，导致面层失水过快，引层后未及时喷水养护，导致面层失水过快，引

起干缩裂缝。起干缩裂缝。



●● 在施工面层砂浆时，有时为了获得平整在施工面层砂浆时，有时为了获得平整

的表观效果而采取蘸水拍浆的方式，导致面层的表观效果而采取蘸水拍浆的方式，导致面层

骨料过少产生开裂。骨料过少产生开裂。



●● 干粉预拌聚合物砂浆没有搅拌均匀，胶干粉预拌聚合物砂浆没有搅拌均匀，胶

粉受加水量、温度、搅拌工具的限制没有溶解粉受加水量、温度、搅拌工具的限制没有溶解

好，从而导致面层砂浆干燥时收缩不一致而开好，从而导致面层砂浆干燥时收缩不一致而开

裂。裂。



5.2 5.2 控制技术控制技术

5.2.1 5.2.1 满足安全性要求满足安全性要求

外保温应首先满足体系安全性要求，防御五外保温应首先满足体系安全性要求，防御五

种自然力破坏，即：热应力、风、水、火、地种自然力破坏，即：热应力、风、水、火、地

震力的破坏。正确的保温层构造位置是满足系震力的破坏。正确的保温层构造位置是满足系

统安全性的基础，保护建筑物结构，处长建筑统安全性的基础，保护建筑物结构，处长建筑

物寿命。物寿命。



5.2.2 5.2.2 完全的外保温完全的外保温

完全的外保温保护了建筑物结构，消除了完全的外保温保护了建筑物结构，消除了

热桥影响，延长了建筑物的寿命。外保温做法热桥影响，延长了建筑物的寿命。外保温做法

比内保温做法及内、外保温混合做法更容易控比内保温做法及内、外保温混合做法更容易控

制墙面裂缝。制墙面裂缝。



5.2.3 5.2.3 采用逐层渐变、柔性释放应力的技术路线采用逐层渐变、柔性释放应力的技术路线

●● 现场成型无板缝的保温材料比预制板材分散现场成型无板缝的保温材料比预制板材分散

应力更均匀。应力更均匀。

●● 选用柔性材料体系彻底释放应力，避免水泥选用柔性材料体系彻底释放应力，避免水泥

制品两个矛盾周期。制品两个矛盾周期。

●● 相邻材料的导热系数相差不宜过大。相邻材料的导热系数相差不宜过大。

●● 外层变形量应大于内层变形量。外层变形量应大于内层变形量。

●● 诱导变形并改变变形方向。诱导变形并改变变形方向。



5.2.4 5.2.4 无空腔的保温构造设计无空腔的保温构造设计

保温层中避免空腔的构造是延长保温层寿保温层中避免空腔的构造是延长保温层寿

命的一个重要措施。在正负风压共同作用的状命的一个重要措施。在正负风压共同作用的状

态下，空腔是一个不稳定构造。这种因风压而态下，空腔是一个不稳定构造。这种因风压而

引发的空腔内气体压力的变化使保温层永久处引发的空腔内气体压力的变化使保温层永久处

于不安定状态。空腔的存在会使相关板缝处的于不安定状态。空腔的存在会使相关板缝处的

砂浆产生疲劳破坏，缩短保温层的寿命。砂浆产生疲劳破坏，缩短保温层的寿命。



6.6.全面提高建筑节能工程的质量全面提高建筑节能工程的质量



6.1 6.1 大力推广国内及新疆开展大力推广国内及新疆开展

建筑节能工作的成果与经验建筑节能工作的成果与经验

以技术为先导以技术为先导

抓好技术研究抓好技术研究

标准制定标准制定

技术推广技术推广

试点示范试点示范



6.2 6.2 全面提高建筑节能的质量全面提高建筑节能的质量

从从节能意识的紧迫性；节能意识的紧迫性；

节能标准的超前性；节能标准的超前性；

节能设计的严谨性；节能设计的严谨性；

材料选择与品质的优良性；材料选择与品质的优良性；

施工的精细性；施工的精细性；

检测手段的科学性检测手段的科学性入手入手；；



6.36.3 从从设计质量；设计质量；

建造质量；建造质量；

材料质量；材料质量；

检测质量检测质量抓起抓起；；



6.46.4 从从规范市场；规范市场；

扼杀伪劣产品；扼杀伪劣产品；

制定我区节能产品目录；制定我区节能产品目录；

陶汰低能效、高能耗的设备与产品；陶汰低能效、高能耗的设备与产品；

全面推广全面推广““四新四新””节能产品；节能产品；

建立节能建筑的标识制定建立节能建筑的标识制定监管监管；；



通过全社会的努力，新疆的建筑节能事通过全社会的努力，新疆的建筑节能事

业必将更加健康发展。业必将更加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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