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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合理应用外墙保温技术,可以起到减小能耗、保护外墙等效果,同时还能在室内外温差较大时避
免房屋出现发霉、蓄水的情况。目前,外墙保温技术明显优于其他技术,因此应用广泛。现阶段,如何提
高建筑外墙保温工程的施工质量,强化外墙保温技术的使用效果,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并
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鉴于此,文章就建筑工程外墙保温技术及施工要点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建筑工程；外墙保温技术；施工；要点
中图分类号：TU74 文献标识码：A
1 建筑工程外墙保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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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技术应用中相关保温材料的选择中
来看,其要求同样也并不是特别苛刻,很
多保温材料都可以形成理想应用效果。
但是该技术处理方式并不适合在建筑物
内外温差过大的区域应用,尤其是在我
国北方地区,如果应用夹心保温技术,很

处理,然后涂抹保温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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