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646437.1

(22)申请日 2016.08.0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567467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4.19

(73)专利权人 吴理侃

地址 262400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利民街

589号

(72)发明人 不公告发明人　

(51)Int.Cl.

E04B 1/80(2006.01)

E04B 1/94(2006.01)

C08L 25/06(2006.01)

C08K 3/22(2006.01)

C08K 3/3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4961428 A,2015.10.07

CN 104961428 A,2015.10.07

CN 102677789 A,2012.09.19

CN 104016711 A,2014.09.03

CN 104018588 A,2014.09.03

CN 105670150 A,2016.06.15

CN 103043992 A,2013.04.17

US 2013115835 A1,2013.05.09

WO 0202477 A1,2002.01.10

高辉 等.氯氧镁水泥对聚苯乙烯泡沫板阻

燃性能及物理性能的影响.《现代工业》.2016,

洪晓东.聚苯乙烯悬浮聚合包覆水镁石及阻

燃环氧树脂的研究.《非金属矿》.2013,

审查员 苏洁

 

(54)发明名称

一种防火聚苯板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防火聚苯板，由模塑聚苯乙

烯泡沫板、防火浆料构成，其中，模塑聚苯乙烯泡

沫板的聚苯颗粒之间具有被所述防火浆料填充

的空腔；通过灌注防火浆料在空腔处形成防火

层，实现A级防火。避免了聚苯颗粒通过添加大量

粘合剂等材料粘结为一体，此聚苯板成本大幅下

降且功效提高几十倍。并且，本发明刻意避开了

应用氯化镁，防止施工中和固化前氯化镁电离出

大量的氯离子（CL‑）严重腐蚀钢材，造成建筑物

质量严重受损，甚至因承重钢筋被腐蚀产生垮塌

的风险，也避免了固化后因反应不完全或过量的

氯离子（L‑）存在导致进一步腐蚀和返卤脱落、翘

曲变形等后期安全隐患。是保温材料的重大的突

破，具有优异的性价比和巨大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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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火聚苯板的制备方法，包括分别制备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防火浆料以及防

火聚苯板产品的步骤，其中，所述制备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及防火浆料的步骤是：首先将过

热水蒸汽管道分别连接预发机、打板成型机，蒸汽管道内蒸汽压力0.4-0 .8Mpa、温度140-

180  ℃，关闭预发机的出料闸阀，通过绞龙向预发机加入可发性聚苯乙烯，再打开蒸汽阀门

通入蒸汽，控制蒸汽压力0.04-0.08  Mpa范围内，保压时间60  s  -80s的工况条件下通过预

发机将可发性聚苯乙烯进行膨胀制备直径为1-5mm的小球，之后打开出料闸阀将小球倒入

陈化仓降温冷却备用；将陈化仓中的备用聚苯颗粒小球通过联通管路气吹到打板成型机中

充填密实，再打开蒸汽阀门输入过热蒸汽，其间控制蒸汽压力为0.1-0.65Mpa，然后经保压、

冷却、脱模、顶出工序制得其尺寸为1220mm×610mm×6020mm、容重7-21kg/  m³的毛坯板，备

用；之后，将备用的毛坯板放在60-70℃的蒸房内干燥陈化3天或自然陈化6天以上，得容重

为6-20kg/  m³的毛坯板，备用；最后将干燥后的毛坯板送入切割床上，按事先设定的横切宽

度、纵切和竖切尺寸，对切割丝通电使其发热至微红时按纵切、横切、竖切不分先后顺序对

毛坯板进行切割，切出长宽厚尺寸符合设计要求的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备用；所述制备防

火浆料的步骤：先向其底部带有放料阀门的搅拌罐内加水90份，再依据此比例相应地分别

加入优选组份为氧化镁30-195份、硫酸镁15-160份、改性剂0-15份，开启搅拌罐将罐内物料

打浆制成防火浆料，备用；所述防火聚苯板产品的制备步骤：准备一个带有压紧盖的、其箱

体内带有沿箱体长度方向的两侧对称设置了横槽的、箱体尺寸为长1400mm×宽750mm×高

1000mm的压力箱，然后将切割好的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依层放入箱体的每对横槽内，在每

层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表面高度对应的横槽内插入2-3根φ15mm的金属圆棒将模塑聚苯乙

烯泡沫板隔离、固定，之后，将压力箱置于搅拌罐下方并打开搅拌罐的放料阀门，将备用浆

料注入至压力箱内，待压力箱内的液面高出顶层泡沫板面100mm后，将压力箱移动至搅拌罐

之外，上紧压力盖，加压至0-0.2Mpa，保压10秒，使防火浆料灌注、挤压、渗透到模塑聚苯乙

烯泡沫板颗粒之间所存在的空腔中，形成防火层；最后，打开压力箱的压力盖和底部阀门，

放出剩余的防火浆料，取出浸透后的泡沫板，在环境温度＞0℃的条件下将浸透后的泡沫板

放置到晾晒架上自然固化和干燥，待放置24-48h后即可叠摞打包待售；或将浸透后的泡沫

板推入蒸汽温度为50-70℃、相对湿度为60-90%的蒸汽室内进行固化、干燥，待放置6h后即

可叠摞打包待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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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火聚苯板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建筑保温材料领域中的保温板制备方法，尤其是一种防火聚苯板

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家节能标准的不断提高和防火要求的更加严格，对保温材料提出了更高要

求，目前广泛应用的有机保温材料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挤塑聚苯乙烯泡沫板、硬泡聚氨

酯、酚醛板几乎囊括了全部B级保温材料，上述有机保温材料保温效果很好且施工极为方便

快捷，但达不到A级防火。为了发挥有机保温材料的优异保温性能，又提升它的防火性能，目

前的现有技术通常是把聚苯乙烯泡沫颗粒和硅酸盐水泥、有机高分子聚合物胶粉、短纤维

丝、纤维素醚、粉煤灰、重钙等材料拌合形成保温浆料，硅酸盐水泥也可由氧化镁和硫酸镁

配制的硫氧镁胶凝材料或氧化镁和氯化镁配制的氯氧镁胶凝材料替换，上述保温浆料抹到

建筑墙体上每层抹厚了必然坠落，达到现行的保温要求需抹10层左右，人工成本巨大推广

性极差；上述保温浆料浇注到模具中制成板材，也需要清模、支模、刷脱模剂、浇注、成型、固

化、脱模、养护等工艺，效率非常低下，成本很高极难推广。如何发挥有机保温材料优异的保

温效果，又赋予它A级防火性能，同时生产方便快捷、成本低廉、易推广且无后期应用安全隐

患的优质保温材料摆在了广大保温材料研究者面前，这也关系到国家保温节能政策能否顺

利实现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

[0003] 如何解决A级防火问题，在已公告、公开的专利文献中有很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

报道，比较突出的犹如：

[0004] 中国专利文献CN203284904U公告了一种复合A级保温隔热板，包括二个以上的有

机保温隔热板，所述其中的有机保温隔热板下方设置有加强层，所述加强层下方设置有无

机耐火粘结层，所述另一有机保温隔热板设置在无机耐火粘结层的下方。所述有机保温隔

热板能提高防火性能，且重量轻、保温隔热效果好，阻燃效果好，在施工过程及产品使用过

程中安全，不会发生火灾，并且保温隔热，使用寿命与建筑寿命相同。然，虽此方案可以提供

A级设计要求，但由于两层保温隔热板的结构使建筑物整体造价飙升，不易广而推之。

[0005] 中国专利文献CN205296430U公告了一种外墙保温系统，包括基层墙体和饰面层，

还包括界面层、保温层、抗裂防护层；所述基层墙体上设有界面层，所述界面层上依次设有

砂浆粘接层、EPS膨胀聚苯板层、抹面胶浆层、陶瓷保温板，所述耐碱玻纤网格布层通过锚固

件、抗裂胶浆连接层设于所述陶瓷保温板上，所述弹性腻子层设于耐碱玻纤网格布层上，装

饰饰面层设于弹性腻子层上。该方案的有益效果是通过将陶瓷保温板设于EPS膨胀聚苯板

层之上，使外墙外保温防护层防火性能得到有效加强，克服了膨胀珍珠岩吸水性大、易粉化

的缺点，同时弥补了聚苯有机材料(EPS板、XPS板、胶粉聚苯颗粒等)防火性能差的缺陷。此

方案随让能够解决保温防火问题，但陶瓷保温板需与它层锚件固定，整体构造偏重，不适宜

高墙作业，造价不菲。

[0006] 中国专利文献CN205189155U公告了一种渗透型聚合聚苯板的技术方案，包括聚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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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本体，所述聚苯板本体内有聚苯乙烯颗粒，所述聚苯乙烯颗粒的外表面包裹有纳米级防

火浆料且所述聚苯乙烯颗粒间的间隙内填充有纳米级防火浆料，所述聚苯板本体的上、下

表面分别设置有一防水层，所述防水层的上、下表面分别设置有一防火层，所述防火层的厚

度小于2mm。该技术方的特点是苯乙烯颗粒能完全与防火浆料接触，防火效果好，防水层增

加了聚苯板的防水功能，防火层避免了燃烧后的聚苯板本体的炭化萎缩现象的产生。但由

于在聚苯板本体的上、下表面分别设置了防水层，该防水层材料与聚苯板本体用材的属性

差异很大，耐固性差，长期使用很容易出现防火层表面的龟裂、漫纹、脱落现象，增加了日后

的维修成本。

[0007] 综上，在充分肯定现有技术贡献的优点同时，在如何发挥有机保温材料优异的保

温效果，又赋予它A级防火性能，同时生产方便快捷、成本低廉、易推广且无后期应用安全隐

患的优质保温材料的领域仍有重要课题需要本领域技术人员去解决。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防火聚苯板及其制备方法，是将聚苯原料

颗粒经热水蒸汽热熔聚苯颗粒的表层使其相互自粘形成保温板材，同时又在聚苯颗粒之间

粘合点或粘合面之外部位造就大量非粘合部位，形成大量空腔，在此基础上再将防火材料

灌注在空腔处形成防火层，实现A级防火。

[0009] 为此，本发明解决所述问题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防火聚苯板，是由模塑聚苯乙烯泡

沫板、防火浆料构成，其中，所述的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的聚苯颗粒之间具有被所述防火浆

料填充的空腔，泡沫板的容重为6-20kg/  m³；所述防火浆料包括氧化镁、硫酸镁、改性剂。

[0010] 优选的，所述的泡沫板是一种其板内的聚苯颗粒的颗粒壁之间具有相互接触点粘

合的部位以及颗粒壁之间相互接触的点部位、而相邻的颗粒壁又呈非连续粘合的形状、且

所述部位又被挤压形成一段平面或曲面并相互粘合在一起的泡沫板。

[0011] 优选的，所述泡沫板，其被所述防火浆料填充的空腔是由板内的聚苯颗粒之间粘

合点部位或粘合面部位之外的非颗粒接触点粘合部位所形成的空腔。

[0012] 优选的，所述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其优选容重为14-16kg/m³。

[0013] 优选的，所述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的重量与所述防火浆料中的氧化镁、硫酸镁、改

性剂的优选配比分别为6-20份、6-125份、5-120份、0-15份。

[0014] 优选的，所述防火浆料中的氧化镁，其优选活性＞75%，目数1000-2000目。

[0015] 优选的，所述防火浆料中的改性剂是硅油系列憎水剂或早强剂或增强剂，其优选

用量为所述氧化镁、硫酸镁重量的1%。

[0016] 优选的，所述防火浆料优选添加树脂或乳液，其用量为氧化镁、硫酸镁重量的0-

30%。

[0017] 优选的，所述防火浆料中的树脂或乳液，其优选用量为氧化镁、硫酸镁重量的10%。

[0018] 并且一种防火聚苯板的制备方法，包括分别制备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防火浆料

以及防火聚苯板产品的步骤，其中，所述制备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及防火浆料的步骤是：首

先将过热水蒸汽管道分别连接预发机、打板成型机，蒸汽管道内蒸汽压力0.4-0.8Mpa、温度

140-180  ℃，关闭预发机的出料闸阀，通过绞龙向预发机加入可发性聚苯乙烯，再打开蒸汽

阀门通入蒸汽，控制蒸汽压力0.04-0.08  Mpa范围内，保压时间约60  s  -80s的工况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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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预发机将可发性聚苯乙烯进行膨胀制备直径为1-5mm的小球，之后打开出料闸阀将小

球倒入陈化仓降温冷却备用；将陈化仓中的备用聚苯颗粒小球通过联通管路气吹到打板成

型机中充填密实，再打开蒸汽阀门输入过热蒸汽，其间控制蒸汽压力为0.1-0.65Mpa，然后

经保压、冷却、脱模、顶出工序制得其尺寸为1220mm×610mm×6020mm、容重7-21kg/  m³的毛

坯板，备用；之后，将备用的毛坯板放在60-70℃的蒸房内干燥陈化3天或自然陈化6天以上，

得容重为6-20kg/  m³的毛坯板，备用；最后将干燥后的毛坯板送入切割床上，按事先设定的

横切宽度、纵切和竖切尺寸，对切割丝通电使其发热至微红时按纵切、横切、竖切不分先后

顺序对毛坯板进行切割，切出长宽厚尺寸符合设计要求的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备用。

[0019] 所述制备防火浆料的步骤：先向其底部带有放料阀门的搅拌罐内加水90份，再依

据此比例相应地分别加入优选组份为氧化镁30-195份、硫酸镁15-160份、改性剂0-15份，开

启搅拌罐将罐内物料打浆制成防火浆料，备用；

[0020] 所述防火聚苯板产品的制备步骤：准备一个带有压紧盖的、其箱体内带有沿箱体

长度方向的两侧对称设置了横槽的、箱体尺寸为长1400mm×宽750mm×高1000mm的压力箱，

然后将切割好的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依层放入箱体的每对横槽内，在每层模塑聚苯乙烯泡

沫板表面高度对应的横槽内插入2-3根φ15mm的金属圆棒将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隔离、固

定，之后，将压力箱置于搅拌罐下方并打开搅拌罐的放料阀门，将备用浆料注入至压力箱

内，待压力箱内的液面高出顶层泡沫板面100mm后，将压力箱移动至搅拌罐之外，上紧压力

盖，加压至0-0.2Mpa ,，保压10秒，使防火浆料灌注、挤压、渗透到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颗粒

之间所存在的空腔中，形成防火层；最后，打开压力箱的压力盖和底部阀门，放出剩余的防

火浆料，取出浸透后的泡沫板，在环境温度＞0℃的条件下将浸透后的泡沫板放置到晾晒架

上自然固化和干燥，待放置24-48h后即可叠摞打包待售；或将浸透后的泡沫板推入蒸汽温

度为50-70℃、相对湿度为60-90%的蒸汽室内进行固化、干燥，待放置6h后即可叠摞打包待

售。

[0021] 相比现有技术，本发明具有的积极效果是十分明显的：本发明涉及的聚苯板是一

种改性的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通过制取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时调整成型机内过热水蒸汽

压力，实现聚苯颗粒之间颗粒壁相互球状接触点点状粘合或颗粒壁接触点部位被挤压形成

一段平面、曲面粘合，非颗粒被严重挤压变形形成粒壁间连续全部粘合。这样巧妙实现了聚

苯颗粒之间通过过热水蒸汽热熔聚苯颗粒表层相互自粘形成保温板材，又在聚苯颗粒之间

粘合点或粘合面之外部位有大量非粘合部位，形成大量空腔，可非常简便的通过灌注防火

材料在空腔处形成防火层，实现A级防火。避免了聚苯颗粒通过添加大量粘合剂等材料粘结

为一体，成本大幅下降且功效提高几十倍。并且，本发明刻意避开了应用氯化镁，防止施工

中和固化前氯化镁电离出大量的氯离子（CL-）严重腐蚀钢材，造成建筑物质量严重受损，甚

至因承重钢筋被腐蚀产生垮塌的风险，也避免了固化后因反应不完全或过量的氯离子（L-）

存在导致进一步腐蚀和返卤脱落、翘曲变形等后期安全隐患。是保温材料的重大的突破，具

有优异的性价比和巨大的社会效益。

附图说明

[0022] 图  1是制备改性防火聚苯板的工艺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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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参照附图1，本发明涉及的聚苯板是一种经改性的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且依以下

制备方法实现聚苯板的制作。

[0024] 实施例1；

[0025] 先制取本发明的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将可发性聚苯乙烯先通过预发机发成颗

粒；预发机连接过热水蒸汽管道，蒸汽压力0.4-0.8Mpa，温度140-180  ℃，预发机先关闭出

料闸阀，再通过绞龙加入可发性聚苯乙烯，打开蒸汽阀门通入蒸汽，控制蒸汽压力0.04-

0.08  Mpa范围内，保压时间大约60-80s，可发性聚苯乙烯膨胀成直径1-5mm的小球，优选发

成直径2-3  mm的小球，打开出料闸阀倒入陈化仓降温冷却备用。将聚苯颗粒打成毛坯板：打

板成型机连接过热水蒸汽管道，蒸汽压力0.4-0.8Mpa，温度140-180  ℃，打板成型机连接聚

苯颗粒陈化仓，陈化仓中的聚苯颗粒通过联通管路气吹到打板成型机中充填密实，打开蒸

汽阀门通入过热蒸汽，控制蒸汽压力0.10-0.65Mpa，优选压力0.25-0.35Mpa ,然后经保压、

冷却、脱模、顶出工序制得毛坯板备用，毛坯板通常尺寸1220mm×610mm×6020mm、容重7-

21kg/  m³，优选容重15-17kg/m³。毛坯板区别与正常坯  板具有如下特征：（1）、聚苯颗粒之

间颗粒壁相互球状接触点点状粘结或颗粒壁接触点部位被挤压形成一段平面、曲面粘接，

但非连续。（2）聚苯颗粒之间粘结点或粘结面之外部位有大量非粘结部位，形成大量空腔。

将毛坯板陈化：毛坯板放在60-70℃的蒸房内干燥陈化3天或自然陈化6天以上即可切割使

用，毛坯板干燥后容重6-20kg/m³，优选容重14-16kg/m³。将毛坯板切割：预先把切割床切割

丝横切宽度、纵切和竖切调到设计好尺寸，然后把干燥陈化好的毛坯板放到切割床上，切割

丝通上电发热至微红时，通常先纵切、横切，再竖切即可切出长宽厚符合要求的模塑聚苯乙

烯泡沫板备用，优选尺寸为1200mm×600mm×（10-100）mm。

[0026] 实施例2；

[0027] 防火浆料的制作：本发明涉及的防火浆料的组份由氧化镁、硫酸镁和改性剂组成，

优选比例为氧化镁6-125份、硫酸镁5-120份、改性剂0-15份。其制备方法是：选择带搅拌叶

轮或搅拌棒的其罐底部设有放料阀门的搅拌罐，先向罐内加水，再加入氧化镁、硫酸镁和改

性剂充分搅拌打成浆料备用。

[0028] 实施例3；

[0029] 结合实施例1和2，向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灌注防火浆料：

[0030] 先把切割好的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层层放入压力箱中，压力箱的尺寸长×宽×高

为1400mm×750mm×1000mm,压力箱在长度方向两侧对称设置横槽，每放置一层模塑聚苯乙

烯泡沫板，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上表面高度对应的横槽滑入2-3根φ15mm的金属圆棒，起

到把泡沫板隔开的隔棒作用和防止注入防火浆料时上浮作用。将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层层

放入压力箱中隔离固定好后，把压力箱推到搅拌罐下方打开阀门放入搅拌好的浆料，液面

要高出顶层泡沫板面100mm。

[0031] 之后，推出压力箱、上紧压力盖加压至0-0.2Mpa,保压10秒，优选压力0.1Mpa，此时

将防火浆料灌注、挤压、渗透到聚苯板板体内的颗粒、团簇之间预留的空腔中，形成防火层，

起到隔离防火作用。接着打开压力箱压力盖和底部阀门，放出剩余的防火浆料，将浸透后的

泡沫板放置到晾晒架上自然固化和干燥，环境温度须＞0℃，放置24-48h后即可叠摞打包待

售，或推入蒸养室固化和干燥，蒸养室温度50-70℃，相对湿度60-90%，放置6h后即可叠摞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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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待售。

[0032] 由本发明制备的改性聚苯板与防火浆料的结合产出的防火聚苯板，是建材市场中

的奇葩。

[0033] 比较以下二组数据可以看出由本发明之制备方法产出的聚苯板具有明显的优点：

[0034] 第一组数据：改性前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燃烧性能指标

[0035]

[0036] 第二组数据：改性后防火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燃烧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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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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