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机玻璃钢保温板设备
一、

产品简介
无机玻璃钢保温板设备是一种处于国内领先设计原理的新型保温板材生产

线，使用本设备生产的无机玻璃钢保温复合板可建筑鸡舍、鸭舍、猪舍、保温大
棚、库房、活动板房等，适应国家倡导的节能环保趋势，是国家大力推广的新型
节能产品。（设备咨询热线：１３４－０６７－９９７０９）主要有以下几大优点：
１．经久耐用：无机玻璃钢材料具有特殊性能，表面强硬坚固，承重高达 ３５０
公斤以上，有极好的抗风、抗冲击能力；耐高温、酸碱、抗腐蚀、抗老化等优点；
解决了返卤、泛霜等技术难题，使用寿命可达三十年以上。
２．设计合理：无机玻璃钢保温板房可按要求定做进行设计建造：省工省力，
安装便捷，如：建一栋 ７５６ 平米规格的鸡舍，只需 ８ 名工人，用时：４－６ 天．喷上
光亮如釉的玻璃钢专用漆，千种颜色随意搭配，使板房外观更美观大方。
３．施工快速方便：采用板块或组合安装，干法作业；具有钉、锯、刨、钻、
粘等优良特点。
４．保温性能好：无机玻璃钢保温板房表面用玻璃钢材料增加强度，中间夹聚
苯乙烯泡沫板做填充，保温性能好，冬暖夏凉，节省冬季用煤三分之一。
５．极低的成本：建设成本是砖瓦结构房舍的五到三分之一，是养殖业或临时
住房的理想选择。
６．利于防役：无机玻璃钢保温板房本身采用玻璃钢材料，可以抑制病菌的生
存，表面光滑如镜，便于冲洗和消毒。
７．轻质抗震：单位面积重量仅为红砖墙体的 １／１０，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
无论是低层、还是高层建筑均可使用，更适用于钢架结构的厂房，来代替彩钢瓦，
性能更优越。
８．节能环保：生产过程无需高温，高压；产品：无毒、无害、无污染、无放
射性，属绿色环保新型节能建材。

二、产品优势
山东恒发机械制造机械有限公司生产的无机玻璃钢保温板设备的领先设计
原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机多用，可生产 5 公分、10 公分、15 公分等多种厚度的轻质保温复合平板、轻质保温复
合瓦楞板、楼房隔断墙、各种尺寸大幅面彩色波形瓦、建筑模板、新型防火板、无机玻璃钢
保温鸡舍板。
2.该机采用双驱动对辊挤压工艺，产品从上浆、主料、铺布、复合、复压一次性完成整
板的生产线过程，生产中不需要 2～3 万元的塑料托板架子投资，设备自动化程度高。大大
降低了生产工人的劳动强度。3— 5 人每天可生产 700 平方米，比传统的手工模式省人工 40%
3.玻璃钢的厚度可随意调整（从 2mm— 50mm）平整度物差 0.001mm 。
4.产品表面平整，光滑，密实度高，真正实现了新型建筑墙体板材的工业化流水线生产。
5. 本生产线能生产瓦楞板，完美的波浪搭接工艺，免去了平板做房顶的防水费用，每平
方米节省 8— 15 元。
6.由于本设备采用轨道自走式设计，生产的产品在每趟轨道上可重复逻叠 4— 6 层，同
时可设多趟轨道，大大节省生产场地。
7.节省模板费用，传统设备用的模板很厚，而我们的设备用模板很薄。
8. 浆料中可以加入农作物桔杆，锯末，稻草（壳），粉煤灰等，实现废物循环利用，节
能环保，降低成本。

水泥发泡保温板市场现状
当前我国在新建节能建筑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时，多采用发泡聚苯乙烯
（EPS）、挤塑聚苯乙烯（XPS）和聚氨酯泡沫（PU）作为外墙外保温体系中
的首选保温材料。虽然上述材料具有轻质、隔热、易加工等很多优势，但其致命
缺点是易 燃，发生火灾时火势 会迅速蔓延，产生大 量有毒浓烟，扑救困难，
让使用这些材料 的工程成为人民生命财产的“不定时炸 弹”。公安部 65 号文
下达之后，全国在建
的建 筑外保温工程基本全线停工，建筑保温市场瞬间引发了前所未 有的大变
革，在我国 建筑市场风行了近 30 年的泡沫塑料，一夜之间被驱赶出局。一个
年需求量 2500 亿元的巨大建筑保温市场，突然成了空白，也成了万众瞩目的“蛋
糕”。
无机防火建筑保温材料，转眼间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这其中，环保价廉的
发泡水泥板（又称泡沫混凝土板）更是炙手可热。从 2011 年 3 月 14 日起，发
泡水泥保温板随即成为全国各地上下追逐、各个建设
工程争相选择的保温材料。发泡水泥外保温板价格也一路狂飙。2010 年，北京
地区的市场价为 600 元/m3，2011 年 3 月 14 日后，暴涨至 1200 元/m3。有些
工地为赶工期，甚至开出了 1800/m3 的超高价格，即便如此，也是一货难求。
在当今中国，在什么都难销的市场上，唯有发泡水泥板却供不应求，有价无市。
公安部 65 号文催生的巨大商机，每年 2500 亿元的庞大需求，在我国建筑史上
实属罕见。
一、设备基本信息
发泡水泥保温板设备也可称为水泥发泡保温板设备、水泥发泡设备，保温板
设备的一种。发泡水泥保温板设备主要有上料、搅拌、注模、发泡，发泡和初期
养护等具体生产工艺。水泥保温板是研发的一种新型防火节能材料，具有轻质保
温、耐久性好、低碳环保、节能利废等特点，适用于外墙保温及其防火隔离带，

满足了外墙外保温市场的对防火安全的急迫需要。发泡水泥保温板设备产品系列
有保温装饰一体板设备和保温板智能生产系统。经过多年的研发，该技术目前已
逐渐成熟，随着建筑防火力度的加大，这一产品将会逐步得到推广应用，成为未
来建筑保温的主导产品之一。
二、该设备切割系统简介
1.技术特点
1.采用多锯切割，一次可将大型坯体分切成几十块，切割速度是一般切割机
的 10～30 倍。
2.切割规格可变。本机可根据制品要求，将坯体切割成不同的规格，切割厚
度从 30mm 到 500mm 皆可。
3.切割尺寸精确，误差很小。
4.可切割大型坯体，坯体最大宽度可以 1000mm 以上，长度可达 3000mm
以上，高度可达 600mm，应用范围广。
5.装机容量小，节电，切割能耗低。
6.结构简单而紧凑，维修方便，占地面积小，切割用人少。

2.生产线特点
1.水泥发泡保温板切割系统采用先进的自动化控制程序，自动横切、竖切、
反转、平移，自动清除废料，中间无需人为操作，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泡沫混凝
土切割自动化。
2.整套搅拌设备主要由电子计量装置、自动上料装置、浆料搅拌设备、触控
操作系统等组成，自动配料、电子计量，自动化程度高，计量准确，操作调控精
确。
3.人性化的智能操作系统。电气控制采用台式操作台，主要元器件是国际知
名品牌，具有联锁和二级保护;配有全中文动态流程操作界面，实时监测及报警
提示;控制系统一键操作，具备自动、手动两种功能，同时配置有紧急手动控制
操作装置。整个操作系统美观大方，显示直观。
4.整条生产线采用先进的三维设计并综合国内外机型的优点，以及高效的生
产加工工艺，保证技术和质量的统一，具有结构设计合理、生产操作方便、生产
效率高、产品质量好等特点。 1.采用先进的液压传动技术，由两个高压缸及液
压站组成强大的液压传动系统，并配有先进实用、易于掌握的电路控制系统，使
浮动板安全、平稳;最大压力可达到 10 吨，比丝杆和气压传动压力大 2-3 倍，使
用寿命长。

三 、生产工艺流程
1、上料、混合：通过上料系统将定量的水泥、发泡剂、稳泡增强剂加入搅
拌机，干混 30 秒钟；
2、搅拌：将定量的温水加入搅拌机，湿搅拌 2 分钟；将定量的发泡剂加入
搅拌机搅拌 8-15 秒钟；
3、注模、发泡：随即将浆料注入模具内发泡，发泡过程约 3-5 分钟；

4、初期养护：注模完成后静置若干小时进行初期养护；
5、脱模：待发泡水泥保温板完成初凝，具备初期强度时即可脱模；
6、切割：具备一定强度的发泡水泥保温板毛坯脱模后即可进行切割，切割
规格根据需要调整切割刀片进行；
7、成品养护：发泡水泥保温板养护龄期应不低于 7 天
四、参考资料

1、发泡水泥保温板应用范围
1.用于建筑外围护墙体保温工程；
2.用于其它形式外墙保温的防火隔离带；
3.用于屋面保温板；
4.用于防火门芯板。

2、发泡水泥保温板国家检测报告
我公司发泡水泥保温板设备生产的发泡水泥保温板性能指标(经国家建筑节
能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
试验项目
干表观密度
含水率
吸水率
干燥收缩值
抗冻性
质量损失
(D30)
强度损失
抗压强度
抗折强度
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
导热系数
燃烧性能
内照射指数
放射性
外照射指数

单位

性能指标

kg/m3
%
%
mm/m
%
%
MPa
MPa
MPa
W/(m·K)
—

225
23
8
1
-46
22
0.54
0.20
0.14
0.06
A1 级
0.1
0.3

发泡水泥保温板燃烧性能达到 A1 级规定要求（经国家防火建筑材料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检测）
检验项目
炉内温升，℃
持续燃烧时间，s
质量损失率，%

检验方法
GB/T5464-2010
GB/T5464-2010
GB/T5464-2010

标准要求
=30
0
=50.0

检验结果
5
0
22.1

热值，MJ/kg

GB/T14402-2007

=2.0

0.1

3、产品优点
发泡水泥保温板，又称发泡混凝土保温板、无机防火保温板。是以普通硅酸
盐水泥、粉煤灰、发泡剂、外加剂等为材料，经复合、搅拌、发泡、切割等工艺
制成的轻质气泡状绝热材料，其突出特征是在混凝土内部形成直径 1-3mm 封闭
的泡沫孔，使混凝土轻质化和具有保温隔热性能。
1.防火隔热：发泡水泥保温板是 A1 级不燃无机材料，耐火极限 3 小时以上，
在高温或火灾情况下不会产生有毒气体。因其闭孔率>95%，从而具有很好的隔
热性能。
2.保温性能好：产品容积轻，体积干密度为 180— 250kg /m3；导热系数低，
小于 0.06w/m.k；吸水率低，小于 8%；是理想的保温、隔热材料。
3.抗压强度高、粘结力强：发泡水泥保温板抗压强度高，大于 0.5Mpa；系
统材料具有良好的相容性，与墙体粘结强度高；板材干燥收缩值低，无空鼓开裂
现象；抗风压能力强。
4．隔音性能好：泡沫水泥属多密闭孔材料，因此它也是一种良好的隔音材
料，能起到良好的隔音效果，减少噪声影响，改善居住环境。
5.与建筑物同寿命：系统稳定性好，抗碳化、老化和抗冻性能高，耐候性优
良，与建筑物同寿命。目前建筑物设计寿命为 50— 100 年，有机类材料的使用
寿命大多为 20— 25 年，二次施工成本大，环境污染大，且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
不便。
6.施工简便、周期短：专用砂浆直接粘结，易于操作，同步施工，大大缩短
施工周期。
7.节能、环保、利废:以水泥和粉煤灰为主要原材料，高温下不会燃烧和产
生有毒气体，无放射性，属于安全环保产品；生产、施工及使用中无有害气体排
放，无矿物棉类材料飞尘对人体的伤害；建筑物报废拆除后，该材料经过粉碎可
再次填充利用，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实现可持续生产。同时，作为利废产品符
合国家节能减排产业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