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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北京市地方标准 «硬泡聚氨酯复合板
现抹轻质砂浆外墙外保温工程施工

技术规程» 的通知

京建发 〔２０１４〕１３５号

各区、县住房城乡建设委,各集团、总公司,各有关单位:
根据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关于印发２０１３年北京市地方

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 (京质监标发 〔２０１３〕１３６号)的

要求,由北京建筑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等单位主编的 «硬泡聚氨酯复合板现抹轻质砂浆外墙外保

温工程施工技术规程»已经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北京市

质量技术监督局、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共同发布,编号

为DB１１/T１０８０－２０１４,自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起实施.
该规程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共同负责管理,由北京建筑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解释

工作.
特此通知.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７日

３



关于同意北京市地方标准 «岩棉外墙外保温工程
施工技术规程» 等四项地方标准备案的函

建标标备 〔２０１４〕１１７号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你委 «关于四项北京市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申请备案的函»

(京建科标备便 [２０１４]０４号)收悉.经研究,同意该四项标准

作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备案,其备案号为:
«岩棉外墙外保温工程施工技术规程» J１２６８８－２０１４
«公共建筑装饰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J１２６８９－２０１４
«硬泡聚氨酯复合板现抹轻质砂浆外墙外保温工程施工技术

规程» J１２６９０－２０１４
«泡沫水泥保温板外墙外保温工程施工技术规程»

J１２６９１－２０１４
该四项标准的备案号,将刊登在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化信息网

和近期出版的 «工程建设标准化»刊物上.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

二○一四年六月十二日

４



前　言

本规程为推荐性标准.
本规程根据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关于印发２０１３年北京

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 (京质监标发 〔２０１３〕１３６
号文),由北京建筑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责 «外墙外保温施

工技术规程 (聚氨酯复合保温板做法)»地方规程的制定工作.
为推进硬泡聚氨酯复合保温板在北京市建筑节能工程中的应

用,提高外墙外保温工程的防火性和耐久性,规范硬泡聚氨酯复

合板现抹轻质砂浆外墙外保温工程的施工和验收,规程编制组在

广泛调研、试验和认真总结工程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国家和

北京市有关标准编制规定编制了本规程.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有:１总则、２术语、３基本规定、４

性能要求、５构造做法、６施工、７工程验收、附录 A 材料现场

见证抽样复验项目.附录 A为规范性附录.
本规程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共同负责管理,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归口并组织实

施,北京建筑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为了提高规程的质量和水平,规程执行过程中,如遇到问题,请

将意见和资料寄送至北京建筑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西

城区广莲路１号建工大厦B座二层,邮编:１０００５５).
本规程主编单位:北京建筑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规程参编单位:北京建工四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北京建筑材料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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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振利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伟佳科技有限公司

富思特新材料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廊坊华宇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华峰普恩聚氨酯有限公司

精碳伟业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烟台正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新正迪节能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海聚能防水保温材料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北京鹏华创智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员:罗淑湘　孙桂芳　王永魁　谢　锋

年永林　何晓燕　孔祥荣　黄　凯　
刘伟华　刘东华　叶　伟　邱军付　
李素霞　肖　磊　曲军辉　林燕成　
杨　军　高春青　唐志勇　车快乐　
马　仝　鲁　虹　马玉新　田瑞军　
陈　涛

本规程主要审查人员:王庆生　金鸿祥　艾永祥　冯金秋　
方展和　孙诗兵　张显来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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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了规范硬泡聚氨酯复合板现抹轻质砂浆外墙外保温工

程的施工,保证工程质量,做到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经济合

理,制定本规程.

１０２　本规程适用于以混凝土和砌体为基层墙体,采用硬泡聚

氨酯复合板现抹轻质砂浆外墙外保温系统的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新建、改建及扩建的民用建筑工程的施工和验收.

１０３　采用硬泡聚氨酯复合板现抹轻质砂浆外墙外保温系统的

建筑保温工程,除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北京市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１

DB１１/T１０８０－２０１４



２　术　语

２０１　硬泡聚氨酯复合板 rigidpolyurethanefoamcomposite
insulationboard

以聚氨酯硬质泡沫塑料 (PUR)或改性聚异氰脲酸酯硬质

泡沫塑料 (PIR)为芯材,用无机材料进行六面包覆处理,在工

厂预制成型的保温板,简称聚氨酯复合板.

２０２　聚氨酯复合板现抹轻质砂浆外墙外保温系统 external
thermalinsulationsystembasedonrigidpolyurethanefoamcomＧ
positeboardwithplasteringlightweightmortar

以聚氨酯复合板为保温材料,用聚合物粘结砂浆粘贴固定在

外墙外表面,并加设锚栓辅助固定,用轻质砂浆对聚氨酯复合板

的外表面进行找平抹灰处理,用抗裂砂浆内嵌压入玻璃纤维网格

布进行增强,以涂料或饰面砂浆进行表面装饰,具有保温功能和

装饰效果的构造总称,简称聚氨酯复合板外墙外保温系统.

２０３　聚氨酯复合板现抹轻质砂浆外墙外保温工程 external
thermalinsulationconstructionbasedonrigidpolyurethanefoam
compositeboardwithplasteringlightweightmortar

将聚氨酯复合板现抹轻质砂浆外墙外保温系统通过施工,固

定在外墙外表面上所形成的建筑物实体,简称外墙外保温工程.

２０４　轻质砂浆lightweightmortar
以无机胶凝材料、轻质集料、辅助外掺料等制成的干混砂

浆.包括无机轻集料保温砂浆和胶粉聚苯颗粒浆料.

２０５　托架bracket
由 “L”形金属构件和专用胀栓组成,锚固在基层墙体上以

防止聚氨酯复合板在粘结时因自重滑移,且保障整个墙面上保温

板底部平齐的辅助支撑件.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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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１　外墙外保温工程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民用建筑热工设

计规范»GB５０１７６、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８９１和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１１/６８７的有关规定.

３０２　外墙外保温工程各组成部分应具有物理及化学稳定性;
所有组成材料应彼此相容.

３０３　外墙外保温工程应与基层墙体有可靠连接.

３０４　外墙外保温工程应具有防水渗透性能.

３０５　外墙外保温工程应能适应基层的正常变形而不产生裂缝

或空鼓.

３０６　外墙外保温工程应能长期承受自重、风荷载和室外气候

的长期反复作用而不产生有害变形和破坏.

３０７　外墙外保温工程除符合本规程中的相关防火要求外,还

应符合国家、行业和北京市现行的有关防火安全的标准、规范的

规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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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性能要求

４１　系统

４１１　聚氨酯复合板外墙外保温系统的性能应符合表４１１的

规定.
表４１１　聚氨酯复合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性能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耐候性

外观质量
无裂缝,无粉化、空鼓、

剥落现象

系统拉伸粘结强度① (MPa) ≥０１０

JGJ１４４－２００４
附录 A２

抗风压 不小于风载荷设计值
JGJ１４４－２００４

附录 A３

抗冲击

强度 (J)

普通型 ≥３０

加强型 ≥１００

JGJ１４４－２００４
附录 A５

不透水性 ２h不透水
JGJ１４４－２００４

附录 A１０

防护层水蒸气渗透阻 应符合设计要求或标准要求 JG１４９

２４h吸水量 (g/m２) ≤５００
DB１１/T５８４

附录C４

耐冻融

３０次冻融循环后,系统无

空鼓、脱落,无渗水裂缝;
拉伸粘结强度应不小于

０１MPa

JGJ１４４－２００４
附录 A４

热阻 (m２K/W) 符合设计要求 GB/T１３４７５

注:①测试聚氨酯复合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拉伸粘结强度时,测试块大小为１００mm×
１００mm,断缝应从外饰面切割至聚氨酯复合板芯板５mm 以上.

４１２　聚氨酯复合板外墙外保温系统的性能检验每两年进行一

次.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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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材料性能

４２１　聚氨酯复合板外墙外保温系统组成材料的性能除了符合

本规程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

４２２　聚氨酯复合板出厂前应陈放,室温条件下陈放时间宜不

少于２８d,标准板尺寸为１２００mm×６００mm,主要性能和尺寸允

许偏差应符合表４２２－１和表４２２－２的规定.
表４２２－１　聚氨酯复合板性能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芯材

表观密度 (kg/m３) ≥３２ GB/T６３４３

导热系数 (平均温度２５℃)
[W/ (mK)] ≤００２４

GB/T１０２９４或

GB/T１０２９５

尺寸稳定性 (７０℃,４８h)(％) ≤１０ GB/T８８１１

吸水率 (％) ≤３ GB/T８８１０

燃烧性能 B１级 GB８６２４

压缩性能 (形变１０％)
(MPa) ≥０１５ GB/T８８１３

复合板

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
(MPa)

≥０１０,且破坏部位不得

位于界面处
JG１４９

燃烧性能

每组试件的平均剩余长度

不小于３５㎝ (其中任一试

件的 剩 余 长 度 ＞２０ ㎝),
每次测试的平均烟气温度

峰值不高于１２５℃,试件背

面无任何燃烧现象

GB/T８６２５

表４２２－２　尺寸允许偏差

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长度 (mm) ±３０

宽度 (mm) ±３０

厚度 (mm) ＋２０

对角线差 (mm) ３０

钢卷尺,分度值１mm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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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２２－２

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板边平直度 (mm/m) ±２０

板面平整度 (mm/m) ２０
靠尺和楔形塞尺

４２３　粘结砂浆主要性能应符合表４２３的规定.
表４２３　粘结砂浆性能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拉伸粘结强度
(与水泥砂浆)(MPa)

原强度 ≥０６

耐水 (浸水４８h,
干燥２h) ≥０４

耐水 (浸水４８h,
干燥７d) ≥０６

拉伸粘结强度
(与聚氨酯复合板)

(MPa)

原强度

耐水 (浸水４８h,
干燥７d)

≥０１０,且破坏部位

不得位于粘结界面

可操作时间 (h) １５~４０

JG１４９

４２４　轻质砂浆中无机轻集料保温砂浆主要性能应符合表

４２４－１的规定,胶粉聚苯颗粒浆料的主要性能应符合表４２４
－２的规定.

表４２４－１　无机轻集料保温砂浆性能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干密度 (kg/m３) ≤４２０ JGJ２５３

抗压强度 (MPa) ≥０４０ GB/T２０４７３

导热系数 [W/ (mK)] ≤００８５

线性收缩率 (％) ≤０３０

拉伸粘结强度 (与聚氨酯复合板)(MPa) ≥０１０

软化系数 ≥０６

JGJ２５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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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２４－１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抗冻性
抗压强度损失率 (％) ≤２０

质量损失率 (％) ≤５
JGJ２５３

燃烧性能 A级 GB８６２４

表４２４－２　胶粉聚苯颗浆料性能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干表观密度 (kg/m３) ２５０~３５０

抗压强度 (MPa) ≥０３０

软化系数 ≥０６

导热系数 [W/ (mK)] ≤００８

线性收缩率 (％) ≤０３

抗拉强度 (MPa) ≥０１２

拉伸粘结强度
(与聚氨酯复合板)

(MPa)

标准状态 ≥０１０

浸水处理 (浸水

４８h,干燥１４d) ≥００８

破坏部位

不应位于

界面

JG/T１５８

燃烧性能 A级 GB８６２４

４２５　抗裂砂浆主要性能应符合表４２５的规定.
表４２５　抗裂砂浆性能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拉伸粘结强度
(与水泥砂浆)

(MPa)

标准状态 ≥０７

浸水处理 ≥０５

冻融循环处理 ≥０５

拉伸粘结强度
(与轻质砂浆)

(MPa)

标准状态 ≥０１０

浸水处理 (浸水４８h,
干燥７d) ≥０１０

压折比 ≤３０

可操作时间 (h) ≥１５

JG/T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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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６　玻璃纤维网格布 (以下简称玻纤网)主要性能应符合表

４２６的规定.
表４２６　玻纤网性能

项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单位面积质量 (g/m２) ≥１６０ GB/T９９１４３

耐碱断裂强力 (经、纬向)(N/５０mm) ≥１０００

耐碱断裂强力保留率 (经、纬向)(％) ≥８０

GB/T２０１０２
GB/T７６８９５

断裂伸长率 (经、纬向)(％) ≤５０ GB７６８９５

４２７　锚栓的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外墙保温用锚栓»

JG/T３６６的规定.

４２８　托架应采用不锈钢材料或经表面防腐处理的金属制成,
且不得使用普通型钢.托架的长度不低于聚氨酯复合板长度的一

半,宽度不低于聚氨酯复合板厚度的２/３.

４２９　与聚氨酯复合板外墙外保温系统配套的柔性耐水腻子和

建筑涂料等饰面材料应符合相应标准的要求,还应与聚氨酯复合

板外墙外保温系统相容.

４２１０　聚氨酯复合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所采用的附件,包括建筑

密封胶、聚乙烯圆棒、金属盖板等,应分别符合设计要求和相关

产品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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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构造做法

５０１　聚氨酯复合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基本构造见表５０１.基

层墙体可以是混凝土或各种砌体墙.外饰面层采用涂料饰面或饰

面砂浆.
表５０１　聚氨酯复合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基本构造

基层墙体

基本构造

粘结层 保温层
轻质砂

浆层
抗裂层 饰面层

混 凝 土

墙、 各

种 砌 体

墙①

粘 结

砂 浆

②

聚 氨

酯 复

合 板

③

锚栓④

无 机 轻

集 料 保

温 砂 浆

或 胶 粉

聚 苯 颗

粒 浆 料

⑤

抗

裂

砂

浆

⑥

玻

纤

网

⑦

涂 料
(或 饰

面 砂

浆 )
⑧

构造示意

５０２　聚氨酯复合板外墙外保温系统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建筑物首层应设置一道托架,托架构造示意见图５０２.
托架离散水坡高度应适应建筑结构沉降而不导致外墙外保温系统

损坏.散水坡处应采用吸水率低的保温材料,保温材料的表面处

理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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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０２　首层托架构造示意图　
１－基层墙体;２－聚氨酯复合板;３－翻包玻纤网;４－托架;

５－吸水率低的保温材料

２　聚氨酯复合板与基层墙体的联结采用以粘结为主,粘锚

结合方式.聚氨酯复合板的粘结方式可采取点框法和条粘法,有

效粘结面积率不应小于５０％.点框法适用于平整度相对较差的

墙面,条粘法适用于平整度好的墙面;

３　建筑高度在６０m 以下部位的锚栓不少于４个/m２,６０m
以上部位不少于６个/m２,锚栓宜均匀分布,门窗洞口、阳角边

缘应适当增加１至２个锚栓进行加固处理;

４　抗裂层中应压入玻纤网.建筑物首层应由两层玻纤网组

成,抗裂层的厚度宜为５mm~７mm;二层以上墙面采用一层玻

纤网,抗裂层的厚度宜为３mm~５mm.

５０３　聚氨酯复合板外墙外保温系统阳角和门窗外侧洞口周边

及四角部位做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板与板接缝距洞口四角距离不得小于２００mm,构造示意

见图５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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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０３－１　门窗洞口部位聚氨酯复合板粘贴示意图

２　建筑物首层外墙阳角部位的抗裂层中设置专用护角增强,
玻纤网应位于护角的外侧;二层以上外墙阳角及门窗外侧周边部

位的抗裂层中采用附加一层玻纤网增强;

３　门窗收口时,门窗外侧周边部位的抗裂层中采用附加一

层玻纤网增强.窗口内侧的聚氨酯复合板与门窗框 (或辅框)间

应留６mm~１０mm 的缝,填背衬勾填建筑密封胶,构造示意见

图５０３－２.

图５０３－２　门窗洞口收口示意图

１－聚氨酯复合板;２－轻质砂浆;３－增强玻纤网;４－翻包玻纤网;

５－滴水构件;６－６㎜~１０㎜的缝填背衬＋建筑密封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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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４　当设计对聚氨酯复合板外墙外保温系统的伸缩缝有

要求时,伸缩缝的施工应先在缝内填塞发泡聚乙烯圆棒或条 (直
径或宽度为缝宽的１３倍),再分两次勾填建筑密封胶,勾填厚

度为缝宽的５０％~７０％.伸缩缝的做法示意见图５０４.

图５０４　聚氨酯复合板外墙外保温系统伸缩缝做法示意图

１－聚氨酯复合板;２－轻质砂浆;３－建筑密封胶;４－聚乙烯圆棒

５０５　基层墙体设有变形缝时,聚氨酯复合板外墙外保温

系统应在变形缝处断开,并采用不燃保温材料填塞,缝口设变形

缝金属盖板,并应采取措施,防止生物侵害.

２１

DB１１/T１０８０－２０１４



６　施工

６１　施工准备

６１１　外墙外保温施工前应进行以下技术准备:

１　施工人员应熟悉图纸,熟悉施工现场,了解材料性能,
掌握施工要领;

２　施工前应制作样板墙,经有关方确认后方可进行正式施

工.施工单位应结合样板墙的操作,掌握操作要领并对施工人员

进行必要的技术培训;

３　在施工前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对施工人员进行书面

技术交底;

４　必要时,现场技术人员应结合施工图纸要求,对细部做

法进行施工图细化.

６１２　外墙外保温工程所采用的系统材料应成套提供,配套砂

浆宜采用干混砂浆.

６１３　材料存放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　应在库 (棚)内存放,注意通风、防潮,严禁雨淋.如

露天存放,必须苫盖;

２　应分类存放并挂牌标明材料名称;

３　应贮存在干燥阴凉的场所,贮存期及储存条件应符合产

品说明书要求.

６１４　聚氨酯复合板与粘结层和轻质砂浆层均应具有良好的粘

结性,粘结强度应不小于０１０MPa.必要时应预先对聚氨酯复

合板进行界面处理.

６１５　施工前应准备好磅秤、电动搅拌器、电锤 (冲击钻)、自

动 (手动)螺丝刀、剪刀、钢丝刷、扫帚、棕刷、开刀、抹子、
阴阳角抿子、托线板、２m 靠尺等主要机具.

６１６　外墙外保温工程施工期间以及完工后２４h内,基层及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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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空气温度不应低于５℃.在５级以上大风天气和雨天不得施

工.

６１７　施工用吊篮或专用外脚手架搭设应牢固,符合相关标准

的规定,且经安全验收合格.

６２　施工流程及工艺

６２１　聚氨酯复合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应按以下工艺流程施工:

图６２１　聚氨酯复合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施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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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２　基层墙体处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基层墙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GB５０２０４和 «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５０２０３的规定.既有居住建筑外墙外保温工程施工前,基层处理

还应符合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

程»DB１１/３８１的规定.如有找平层,施工应在找平层质量验收

合格后进行.

２　对基层墙体表面应进行拉伸粘结强度验证检测,在每个

外墙面高、中、低层各抽取一组试验的点,一般为３个,清除空

鼓、剥落的部位,用工程所用粘结砂浆对外墙表面 (带饰面层)
进行拉伸粘结强度测试,测试方法参照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保
温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施工技术规程»DB１１/T５８４,计算公式

及要求如下:

　　　　　　　　　F＝BS≥０１０N/mm２　　　　　 (６２２)
式中,F—单位面积实有粘结力 (N/mm２)

B—拉伸粘结强度测试结果 (N/mm２)

S—粘结面积率

３　对未达到应有拉伸粘结强度的墙面,基层应按照现行北

京市地方标准 «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程»DB１１/３８１的

规定进行处理.经处理后的墙体如仍不能满足要求,应根据实测

数据设计特定的连接方案.

６２３　挂基准线,在外墙各大角 (阳角、阴角)及其它必要处

挂垂直基准线,在每个楼层的适当位置挂水平线,以控制聚氨酯

复合板粘贴的垂直度和水平度.

６２４　首层托架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托架应水平横向安装;

２　固定托架用锚栓应采用专用胀栓,钻头的直径应与胀栓

相匹配.钻孔深度大于胀栓长度,胀栓入墙有效锚固深度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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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行业标准 «外墙保温用锚栓»JG/T３６６的规定,使用铁锤

锤击胀钉将托架安装并固定在墙面上.

６２５　粘结砂浆的配制应根据生产厂商提供的使用说明书中的

配合比配制,专人负责,严格计量、搅拌,确保搅拌均匀.

６２６　粘贴翻包玻纤网.在粘贴聚氨酯复合板前,聚氨酯复合

板安装的起始部位及门窗洞口、女儿墙等收口部位要预粘翻包玻

纤网,玻纤网的宽度应不低于聚氨酯复合板厚度＋轻质砂浆层厚

度＋２００mm,长度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６２７　粘贴聚氨酯复合板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粘贴时应按水平顺序进行,上下错缝粘贴,阴阳角处做

错槎处理,如图６２７所示;

图６２７　聚氨酯复合板排板示意图

１－基层墙体;２－聚氨酯复合板

２　粘板时应轻揉、挤压板面,随时用托线板检查平整度.
每粘完１块板,用２m 靠尺将相邻板面拍平,及时清除板边溢出

的粘结砂浆,板与板之间不得有 “碰头灰”.板缝应挤紧、拼严,
严禁上下通缝,拼缝高差应不大于１５mm,拼缝不得留在门窗

口的四角处;

３　局部不规则处粘贴聚氨酯复合板可现场裁切,但切口应

与板面垂直;

４　聚氨酯复合板安装完毕上墙后应及时抹轻质砂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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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８　锚栓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锚栓安装应在聚氨酯复合板粘贴２４h后进行,使用电钻

(冲击钻)按设计规定的位置和深度在保温板上打孔,将锚栓插

入孔中使塑料圆盘的平面压住聚氨酯复合板.基层墙体为空心砌

块砌体时,应采用回拧打结型锚栓;

２　锚栓应打入基层墙体,锚固深度应符合设计和相关标准

的要求.

６２９　轻质砂浆层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按照生产厂商提供的说明书中的配制方法配制轻质砂浆,
做到计量准确、搅拌均匀;

２　用轻质砂浆进行聚氨酯复合板外表面抹灰施工,轻质砂

浆层厚度宜不小于２０mm.

６２１０　抗裂层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按照生产厂商提供的说明书中的配制方法配制抗裂砂浆,
做到计量准确、搅拌均匀.一次配制量应控制在可操作时间内用

完,超过可操作时间后不准再度加水 (胶)后使用;

２　轻质砂浆层施工完成后不少于２４h,且经检查验收合格

后进行抗裂砂浆抹灰施工.先在轻质砂浆层表面均匀涂抹约

２mm 的抗裂砂浆,同时将翻包玻纤网压入抗裂砂浆中;

３　门窗外侧洞口四角应在４５°方向加贴２００mm×４００mm 的

玻纤网增强,增强玻纤网置于大面玻纤网的内侧.翻包玻纤网与

洞口增强玻纤网重叠时,可将重叠处的翻包玻纤网裁掉,构造示

意见图６２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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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２１０－１　门窗洞口翻包玻纤网及增强玻纤网构造示意图

１－门、窗洞口;２－增强玻纤网;

３－翻包玻纤网总宽带 (≥聚氨酯复合板厚度＋轻质砂浆层厚度＋２００mm)

４　在抗裂砂浆可操作时间内,将玻纤网贴于抗裂砂浆上.
单张玻纤网的长度不宜超过６m,玻纤网铺设应平整无褶皱.玻

纤网间的横向搭接宽度不应小于１００mm,竖向搭接不应小于

８０mm;阴阳角处２００mm 内不允许搭接,做法见图６２１０－２
和图６２１０－３;

图６２１０－２　玻纤网阴角做法示意图　
１－粘结砂浆;２－聚氨酯复合板;３－轻质砂浆;

４－抗裂砂浆复合玻纤网;５－饰面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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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２１０－３　玻纤网阳角做法示意图

１－粘结砂浆;２－聚氨酯复合板;３－轻质砂浆;

４－抗裂砂浆复合玻纤网;５－饰面层

５　在底层抗裂砂浆凝结前再抹一道抗裂砂浆,厚度１mm~
２mm,以覆盖玻纤网.抗裂砂浆表面应平整,玻纤网不得外露.

６２１１　首层墙面宜采用３道抹灰法施工,第１道抹灰施工后压

入一层玻纤网 (玻纤网宜对接),待其稍干硬,进行第２道抗裂

砂浆施工后压入玻纤网,玻纤网的搭接应按本规程第６２１０条

中的要求进行,第３道抹灰将玻纤网完全覆盖.

６２１２　待抗裂层达到饰面施工要求时,可按相关施工标准进行

饰面层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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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工程验收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１　外墙外保温工程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节

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５０４１１及北京市现行相关标准的

规定.

７１２　外墙外保温工程的检验批应按下列规定划分:

１　采用相同材料、工艺和施工做法的墙面,每５００m２~
１０００m２ 划分为１个检验批,不足５００m２ 也应划分为１个检验批;

２　检验批的划分也可根据与施工流程相一致且方便施工与

验收的原则,由施工单位与监理 (建设)单位共同商定.

７１３　聚氨酯复合板外墙外保温工程应对下列部位或内容进行

隐蔽验收,并应有详细文字记录和必要的图像资料:

１　保温层附着的基层墙体及其处理;

２　聚氨酯复合板的有效粘结面积率;

３　保温层的厚度;

４　轻质砂浆层的厚度及与聚氨酯复合板的粘结情况;

５　抗裂层的厚度;

６　门窗洞口增强玻纤网的铺设;

７　锚栓与托架的安装;

８　玻纤网的铺设;

９　墙体热桥部位处理.

７１４　聚氨酯复合板外墙外保温工程应进行现场检查,现场采

用的外保温系统构造应与系统耐候性检验报告中外保温系统的构

造相符.

７２　主控项目

７２１　外墙外保温工程所用材料和半成品、成品进场后,应做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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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检查和验收,其品种、规格、性能必须符合设计要求和有关

标准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进场批次,每批随机抽取３个试样进行质量检

查;产品合格证、出厂检测报告等质量证明文件应按照出厂检验

批进行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合格证、出厂检测报告和有效期内的型

式检验报告.

７２２　外墙外保温工程进场时应对聚氨酯复合板、粘结砂浆、
轻质砂浆、抗裂砂浆、玻纤网等进行复验,复验应为见证取样送

检.材料现场见证抽样复验项目见附录 A.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随机抽样送检,核查复验报告.

７２３　外墙外保温工程施工前应按照设计和６２２的要求对基

层进行处理.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

１　对照设计文件和本规程第６２２条的要求检查;

２　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７２４　各构造层之间的粘结或连接必须牢固.聚氨酯复合板与

基层的粘结强度应不小于０１０MPa.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查不少于３处.
检验方法:

１　现场实测基层墙体粘贴聚氨酯复合板样板的粘结强度;

２　扒开粘贴的聚氨酯复合板,观察检查和用手推拉检查;

３　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７２５　锚栓数量、锚固位置、锚固深度和拉拔力应符合设计要

求.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查不少于３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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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

１　观察;卸下锚栓,实测锚固深度;

２　核查锚固力拉拔试验报告;

３　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７２６　聚氨酯复合板的厚度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查不少于３处.
检验方法:

１　剖开尺量检查;

２　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７２７　轻质砂浆与聚氨酯复合板必须粘结牢固,粘结强度应不

小于０１０MPa.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查不少于３处.
检验方法:

１　现场实测聚氨酯复合板与轻质砂浆层的粘结强度;

２　扒开观察检查和用手推拉检查;

３　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７２８　抗裂砂浆与轻质砂浆层必须粘结牢固,无脱层、空鼓,
面层无裂缝.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查不少于３处.
检验方法:

１　用小锤轻击和观察检查;

２　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７２９　外墙热桥部位应按设计要求采取隔断热桥和保温措

施.
检查数量:按不同热桥种类,每类抽查２０％,并不少于５

处.
检验方法:

１　对照设计文件观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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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７３　一般项目

７３１　聚氨酯复合板安装应上下错缝,各板间应挤紧拼严,拼

缝平整,接缝处不得抹粘结砂浆.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查１０％,并不少于５处.
检验方法:观察或查验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７３２　聚氨酯复合板安装允许偏差和检查方法应符合表７３２
的规定.

表７３２　聚氨酯复合板安装允许偏差和检查方法

项次 项目 允许偏差 (mm) 检查方法

１ 表面平整 ４ 用２m 靠尺楔塞尺检查

２ 立面垂直 ４ 用２m 垂直检查尺检查

３ 阴、阳角垂直 ４ 用２m 托线板检查

４ 阳角方正 ４ 用２００mm 方尺检查

５ 接槎高差 １５ 用直尺和楔形塞尺检查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查１０％,并不少于５处.
检验方法:查验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７３３　玻纤网应铺压严实,不得有空鼓、褶皱、翘曲、外露等

现象.搭接长度应符合规定要求.增强部位的玻纤网做法应符合

设计要求,若无设计要求时应按本规程要求执行.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查不少于５处,每处不少于２m２.
检验方法:观察或查验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７３４　抗裂层和饰面层的允许偏差和检查方法应符合表７３４
的规定.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查１０％,并不少于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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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３４　抗裂层和饰面层的允许偏差和检查方法

项次 项目 允许偏差 (mm) 检查方法

１ 表面平整 ４ 用２m 靠尺楔形塞尺检查

２ 立面垂直 ４ 用２m 垂直检查尺检查

３ 阴、阳角方正 ４ 用直角检测尺检查

４ 分格缝 (装饰线)直线度 ４
拉５m 线,不足５m 拉通线,

用钢直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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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材料现场见证抽样复验项目
(规范性附录)

A０１　聚氨酯复合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所用材料现场见证抽样复

验应符合表 A０１的要求.
表A０１　材料现场见证抽样复验项目

序号 材料名称 现场抽样数量 复验项目 判定方法

１
聚 氨 酯

复合板

２
粘 结 砂

浆①

３
轻 质 砂

浆

４
抗 裂 砂

浆②

５
玻 纤

网③

同一厂家同一种产

品,当 单 位 工 程 建

筑面 积 在 ２００００m２

以下时各抽查不少

于３ 次;当 单 位 工

程 建 筑 面 积 在

２００００m２ 以 上 时 各

抽查不少于６次

芯材:
厚度

表观密度

导热系数

燃烧性能

压缩性能

复合板:
垂直于板面方向的

抗拉强度

燃烧性能

原强度和浸水拉伸

粘结强度 (与水泥

砂浆、聚 氨 酯 复 合

板)

干密度

拉伸粘结强度 (与
聚氨酯复合板)

标准状态和浸水拉

伸粘结强度 (与轻

质砂浆)
压折比

耐碱断裂强力

耐碱断裂强力保留

率

复验项目均符合本

规程第４章技术要

求,即 判 为 合 格.
其中任何一项不合

格时判为不合格

注:１　①~②测试粘结砂浆和抗裂砂浆性能用试块可养护７d后进行测试,如检验

项目全部合格,则不需养护２８d再进行测试.
２　③玻纤网性能检验可采用快速法,若检验合格,则不需按标准方法进行;若

玻纤网性能检验不合格,则采用现行国家标准 «玻璃纤维网布耐碱性试验方法»
GB/T２０１０２规定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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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１、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
反面词采用 “不宜”.

４)表示允许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可”;
反面词采用 “不可”.

２、本规程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应按执行 (或采用)”或 “应符合规定 (或要求)”.
非必须按指定的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可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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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１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８６２４
２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５０１７６
３ «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５０２０３
４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５０２０４
５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５０４１１
６ «泡沫塑料及橡胶表观密度的测定» GB/T６３４３
７ «增强材料机织物试验方法»第５部分:玻璃纤维拉伸断裂强

力和断裂伸长的测定 GB/T７６８９５
８ «硬质泡沫塑料吸水率的测定» GB/T８８１０
９ «硬质泡沫塑料尺寸稳定性试验方法» GB/T８８１１
１０ «硬质泡沫塑料压缩性能的测定» GB/T８８１３
１１ «建筑材料难燃性试验方法» GB/T８６２５
１２ «增强制品试验方法»第３部分:单位面积质量的测定

GB/T９９１４３
１３ «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防护热板法»

GB/T１０２９４
１４ «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热流计法»

GB/T１０２９５
１５ «绝热稳态传热性质的测定标定和防护热箱法» GB/T１３４７５
１６ «玻璃纤维网布耐碱性试验方法氢氧化钠溶液浸泡法»

GB/T２０１０２
１７ «建筑保温砂浆» GB/T２０４７３
１８ «膨胀聚苯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 JG１４９
１９ «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规程» JGJ１４４－２００４
２０ «无机轻集料保温砂浆保温系统技术规程» JGJ２５３
２１ «胶粉聚苯颗粒外墙外保温系统» JG/T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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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外墙保温用锚栓» JG/T３６６
２３ «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程» DB１１/３８１
２４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１１/６８７
２５ «保温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施工技术规程» DB１１/T５８４
２６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１１/８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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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地方标准

硬泡聚氨酯复合板现抹轻质砂浆

外墙外保温工程施工技术规程

Technicalspecificationforexternalthermal
insulationconstructionbasedonrigid
polyurethanefoamcompositeboard

withplasteringlightmor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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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硬泡聚氨酯复合保温板是近两年在外墙外保温工程应用

过程中发展形成的一种新的聚氨酯产品,为使该产品在工程中得

到合理应用,应制定适宜的施工技术规程,以规范和指导其应

用.

１０２　专项研究与工程实践表明:既有建筑基层的平整度通常

较差,而利用轻质砂浆对聚氨酯复合板表面进行找平,不仅解决

了聚氨酯复合板表面不宜进行打磨找平处理的问题,提高了外墙

外保温工程的整体平整度,而且还可降低由于抗裂层厚度的不均

匀性导致的外墙外保温系统开裂的可能性.另外,轻质砂浆层的

设置还可提高聚氨酯复合板外墙外保温系统的防火性能,为北京

市老旧小区节能改造工程的安全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由此可见,聚氨酯复合板现抹轻质砂浆外墙外保温系统更适

用于老旧小区节能改造工程的施工和验收,新建、改建及扩建的

民用建筑工程的施工和验收可参照执行.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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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１　硬泡聚氨酯复合保温板为近年出现的新类别保温板材,
本条给出了它的定义,以明确该类保温板的特点.

２０２　本条说明了聚氨酯复合板现抹轻质砂浆外墙外保温系统

的构造组成与特点,该构造设置有助于提高系统整体的防火安全

性、耐久性及平整度.

２０４　本条对轻质砂浆层材料的组成与类别进行了明确说明.

４３

DB１１/T１０８０－２０１４



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２　组成外墙外保温系统的材料种类很多,每种材料均应具

有良好物理及化学稳定性,且各相邻材料间应具有良好的相容

性,以确保相邻材料间可形成可靠连接,从而保证外墙外保温系

统具有良好的耐久性和安全性.

３０３~３０７　外墙外保温工程的安全性和耐久性除了与施工质

量有关外,还与设计质量密切相关,尤其在外保温工程防火性能

要求上,不仅要遵守国家、行业和北京市现行的有关防火安全的

标准、规范的规定,当设计对外保温系统构造防火性能有明确要

求时 (如:防火隔离带的设置),还应该按照设计要求进行施工,
施工时要保证施工技术与质量.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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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性能要求

４１　系统

４１１　耐候性试验是目前衡量外保温工程耐久性能的主要试验

方法,可用于预测实际工程外墙外保温系统的耐久性.为保证外

保温系统的耐久性,提出对耐冻融性测试后的系统应进行拉伸粘

结强度进行测定,且拉伸粘结强度应不小于０１MPa.
为了更准确地测试聚氨酯复合板外墙外保温系统的拉伸粘结

强度,明确提出了测试样块的切割要求.

４２　材料性能

４２１　本规程所列材料的性能仅为材料的主要性能,而不是材

料的全项性能,所以,外墙外保温系统组成材料除应符合本规程

的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行业相关标准的规定.

４２２　聚氨酯复合板是聚氨酯复合板外墙外保温系统的关键性

材料,本条对聚氨酯复合板性能指标及聚氨酯复合板芯材的各项

性能指标作出了具体规定.为使聚氨酯复合板具有良好的尺寸稳

定性,从聚氨酯复合板的长、宽、高、对角线、板边平直度、板

面平整度等几个方面对其尺寸允许偏差提出了严格要求.

４２４　由于聚氨酯复合板不宜在现场进行打磨处理,采用轻质

砂浆进行找平抹灰处理,不仅能保证系统的平整度,而且还有助

于提高其抗裂、防火性能.从产品技术成熟度方面进行考虑,轻

质砂浆应以无机轻集料保温砂浆和胶粉聚苯颗粒浆料为主.另

外,作为找平抹灰材料,其与聚氨酯复合板和抗裂层必须具有良

好的粘结性,其强度指标是非常重要的,而保温性能相对次要,
因此,本条对无机轻集料保温砂浆和胶粉聚苯颗粒浆料的性能要

求进行了明确规定.

４２６　轻质砂浆包括无机轻集料保温砂浆和胶粉聚苯颗粒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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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玻纤网与轻质砂浆的匹配性,所以,玻纤网的性能应满足

现行行业标准 «胶粉聚苯颗粒外墙外保温系统»JG/T１５８中的

耐碱玻纤网的主要性能要求.

７３

DB１１/T１０８０－２０１４



５　构造做法

５０１　本条对聚氨酯复合板外墙外保温系统的基本构造进行了

规定.采用轻质砂浆对聚氨酯复合板外表面进行找平抹灰处理,
可有效降低外墙外保温系统出现开裂的可能性,提高整个外墙外

保温系统的稳定性和耐久性.

５０２~５０５　聚氨酯复合板外墙外保温系统的构造要求中,托

架的设置、门窗洞口部位、伸缩缝及变形缝的构造等原则上应符

合设计规定,在设计无明确规定时,按本规程这４条的要求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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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施　工

６１　施工准备

６１１　细化了技术准备的内容,强调了施工前应制作样板墙、
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和进行人员培训,必要时由现场技术人员对细

部做法进行施工图细化.

６１２　外墙外保温首先是一个系统,并不是各组成材料的简单

堆砌,并不是所有组成材料都达到其技术要求后就能自然满足系

统的技术要求,本条提出保温系统材料成套供应的要求有助于明

确对保温系统整体性能负责的责任主体,提高外墙外保温工程的

材料质量与系统性,避免出现系统不合格后,不同材料供应商相

互推诿,结果无人负责的状况.
外墙外保温系统所用的粘结砂浆、抗裂砂浆及轻质砂浆等属

于干混砂浆.干混砂浆包括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单组份干混砂

浆,砂浆所用组分 (包括胶凝材料、砂子、聚合物胶粉、外加剂

等)在工厂预拌包装,现场加水搅拌;另一种形式是双组份,其

中一个组分为聚合物乳液和外加剂,另一个组分为胶凝材料、砂

子及其他外加剂.两种形式的干混砂浆均在工厂预制包装,现场

按配比要求加水 (胶)搅拌使用.

６１４　为保证聚氨酯复合板与粘结层、轻质砂浆层形成可靠连

接,必要时,应预先对聚氨酯复合板表面采取界面处理.

６２　施工流程及工艺

６２１　施工过程中应按工艺流程规定,合理安排各工序,保证

各工序间的衔接、间隔时间和施工质量.

６２２　既有建筑的基层经常会存在表面粉化、破损,表面抹灰

层或饰面层空鼓、起皮,表面有油污,原有涂料与水泥基粘结砂

浆相容性差等问题.而新建建筑墙体表面也会存在大量浮灰、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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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脱模剂等,影响基层墙体表面与粘结砂浆的粘结强度.所

以,外墙外保温系统施工前对基层墙体进行处理是非常必要的,
以保证基层墙体与外保温系统的可靠联接.

清理后拉伸粘结强度测试结果仍不能满足要求时,应与设计

方沟通,通过采用增加粘结面积或界面处理等有效途径使基层墙

体与粘接层形成可靠联结.

６２３　施工现场复杂,交叉作业繁多,基准线务必固定牢靠,
防止位移、挪动和破坏.作业过程中还应定期检查,确保基准线

位置正确.

６２６　粘贴翻包玻纤网的作用是加强对保温板边角部位的粘结,
防止虚粘或翘起.

６２７　为避免因拼缝不严、板缝设置不当或板缝间碰头灰引起

的外墙外保温系统开裂问题,聚氨酯复合板粘贴时应上下错缝粘

贴,阴阳角处错槎处理,板与板之间一定要挤紧、拼严,不得有

“碰头灰”.

６２９　为有效减缓聚氨酯复合板因受热产生的形变,轻质砂浆

层厚度不应低于１０mm,厚度过低,作用不明显,综合考虑到轻

质砂浆层的性价比,以不小于２０mm 为宜.

６２１２　饰面层材料需具备与外保温系统良好的相容性,否则系

统会产生开裂、起鼓、剥落等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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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工程验收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３　相对整个外墙外保温工程而言,基层处理、聚氨酯复合

板粘贴、锚栓固定、玻纤网铺设和墙体热桥部位处理、聚氨酯复

合板厚度、轻质砂浆层与聚氨酯复合板的粘结情况等均属于隐蔽

工程,对外墙外保温工程质量影响非常大,因此在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５０４１１中要求在上述工序

完成后要进行隐蔽工程验收,并有详细的文字记录和必要的图像

资料.

７２　主控项目

７２４~７２９　对聚氨酯复合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各构造层之间的

粘结或连接、锚栓安装情况、聚氨酯复合板的厚度、轻质砂浆层

的厚度、外墙热桥部位的热桥阻断处理等主控项目进行了详细的

规定和要求,对检验方法和检查数量也进行了明确,应遵照执

行.利于提高和稳定保温工程的质量.

７３　一般项目

７３１~７３４　规定了聚氨酯复合板安装板缝要求、聚氨酯复合

板安装允许偏差、玻纤网的铺设要求、抗裂层和饰面层的允许偏

差等一般项目的检查方法和检查数量,对保障保温工程质量的作

用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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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材料现场见证抽样复验项目

A０１　此表对聚氨酯复合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所用材料的现场见

证抽样复验的抽样数量、复验项目、判定方法做出了规定.作为

现场见证抽样复验的依据,对保证外墙外保温工程质量有着重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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