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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阻燃隔音保温板，包

括保温板本体，保温板本体包括由中心向外层依

次排布的保温层、耐腐蚀层、耐热层、抗裂层、隔

音层以及防火层，保温层包括为中空的橡胶木板

层以及设置在橡胶木板层内且沿其高度方向均

布设置的若干真空绝热板，若干个空绝热板沿橡

胶木板层的长度方向首尾相连，真空绝热板呈S

型设置，若干个真空绝热板将橡胶木板层分隔形

成若干个呈波浪状的隔热空腔；该保温板防火、

防潮性能好，具有良好的保温隔音效果，使用寿

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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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阻燃隔音保温板，其特征在于：包括保温板本体(1)，所述保温板本体(1)包括由

中心向外层依次排布的保温层(2)、耐腐蚀层(3)、耐热层(4)、抗裂层(5)、隔音层(6)以及防

火层(7)，所述保温层(2)包括为中空的橡胶木板层(21)以及设置在橡胶木板层(21)内且沿

其高度方向均布设置的若干真空绝热板(22)，若干所述真空绝热板(22)沿橡胶木板层(21)

的长度方向首尾相连，所述真空绝热板(22)呈S型设置，若干所述真空绝热板(22)将橡胶木

板层(21)分隔形成若干个呈波浪状的隔热空腔(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阻燃隔音保温板，其特征在于：所述耐腐蚀层(3)为涂刷在橡

胶木板层(21)外壁上的过氯乙烯涂料层(3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阻燃隔音保温板，其特征在于：所述耐热层(4)包括至少一层

聚苯硫醚板(4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阻燃隔音保温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抗裂层(5)包括铺设在耐

热层(4)相背侧壁上的聚丙烯纤维网格布(51)以及胶粘在聚丙烯纤维网格布(51)上的抹面

胶浆层(5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阻燃隔音保温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隔音层(6)包括至少一层

隔音板(6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阻燃隔音保温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防火层(7)包括至少一层

玻镁防火板(7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阻燃隔音保温板，其特征在于：若干所述真空绝热板(22)的

上、下表面均设有吸音海绵(9)。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阻燃隔音保温板，其特征在于：  所述保温层(2)、耐腐蚀层

(3)、耐热层(4)、隔音层(6)、抗裂层(5)以及防火层(7)的相对侧壁之间均设有丙烯酸乳液

层(10)相互胶粘。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0857579 U

2



阻燃隔音保温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保温板的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阻燃隔音保温板。

背景技术

[0002] 保温板说的通俗易懂就是给楼房保温用的板子，保温板是以聚苯乙烯树脂为原料

加上其他的原辅料与聚含物，通过加热混合同时注入催化剂，然后挤塑压出成型而制造的

硬质泡沫塑料板，具有防潮、防水性能，可使减少建筑物外围护结构厚度，从而增加室内使

用面积。

[0003] 在建筑工程中，室内装饰板材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

建筑装饰板材的质量和功能的要求也越来越多，现在的房屋在建筑公司刚刚交房就进行装

修，墙体含水率高，若在墙体表面做装饰，背面会出现发霉变色的现象，导致保温板的隔音

效果变差；而且当遇到梅雨天的特殊气候，在空气潮湿的环境下，建筑装饰板材容易吸潮霉

变，板材受潮后会变形影响后期使用的美观，导致保温板的强度降低，使用寿命低。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阻燃隔音保温板，其优点是：该保温板防火防潮，具

有良好的保温隔音效果，使用寿命长。

[0005]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6] 一种阻燃隔音保温板，包括保温板本体，所述保温板本体包括由中心向外层依次

排布的保温层、耐腐蚀层、耐热层、抗裂层、隔音层以及防火层，所述保温层包括为中空的橡

胶木板层以及设置在橡胶木板层内且沿其高度方向均布设置的若干真空绝热板，若干所述

真空绝热板沿橡胶木板层的长度方向首尾相连，所述真空绝热板呈S型设置，若干所述真空

绝热板将橡胶木板层分隔形成若干个呈波浪状的隔热空腔。

[0007]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橡胶木板在使用前，需要对其烘干处理，进而橡胶木板层具有

很好的稳定性，且其内部为中空，减轻了保温板的重量；真空绝热板呈S型设置，使得波浪状

的隔热空腔可避免室外冷热空气进入室内，能够有效的避免空气对流引起的热传递，起到

保温的效果，同时起到隔音降噪的效果；保温层对保温板起到保温隔热的效果；由于保温板

长时间处于室外，耐腐蚀层对保温层起到保护的效果，避免保温层发生氧化腐蚀，提高了保

温效果；耐热层进一步加强了保温板的保温效果；抗裂层加强了保温板的强度，使得保温板

不易发生老化；隔音层的设置，加强了保温板的隔音效果；设置防火层，使保温板具有防火

的效果；采用上述结构构成的保温板，防火防潮，且保温、隔音效果好，使用寿命长。

[0008]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耐腐蚀层为涂刷在橡胶木板层外壁上的过氯乙烯

涂料层。

[0009]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橡胶木板层具有较好的吸湿性和透气性，由于过氯乙烯涂料

具有防腐、防潮、防霉等功效，对橡胶木板层起到保护作用，可防止橡胶木板发霉，有效的延

长了橡胶木板层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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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耐热层包括至少一层聚苯硫醚板。

[0011]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聚苯硫醚具有机械强度高、耐高温、难燃、热稳定性好等优点，

对保温板进一步加强了保温效果。

[0012]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抗裂层包括铺设在耐热层相背侧壁上的聚丙烯纤

维网格布以及胶粘在聚丙烯纤维网格布上的抹面胶浆层。

[0013]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先在聚苯硫醚板的侧壁上涂刷抹面胶浆层，抹面胶浆具有环

保绿色、粘接性好、耐候性好，强度好的效果；聚丙烯具有防火、耐高温、绝缘等效果，然后将

聚丙烯纤维网格布压入抹面胶浆层内，起到防止抹面开裂的作用，延长了保温板的使用寿

命。

[0014]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隔音层包括至少一层隔音板。

[0015]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隔音板具有隔声量大、耐候耐久性、防火、高强度等效果，使得

保温板具有隔音的效果，进一步增强了保温板的实用性。

[0016]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防火层包括至少一层玻镁防火板。

[0017]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玻镁防火板具有耐高温、阻燃、吸声防震、防虫等优点，进而可

防止保温板遇火燃烧，加强了保温板的实用性，延长了保温板的使用寿命。

[0018]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若干所述真空绝热板的上、下表面均设有吸音海绵。

[0019]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吸音海绵具有吸音、隔热、阻燃、耐高温等效果，进一步加强了

保温板的隔音效果。

[0020]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保温层、耐腐蚀层、耐热层、隔音层、抗裂层以及防

火层的相对侧壁之间均设有丙烯酸乳液层相互胶粘。

[0021]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丙烯酸乳液无毒、无刺激，对人体无害，具有优异的光泽与透

明性，粘接性能好，加强了保温板每层之间的连接强度，提高了保温板的使用稳定性。

[0022]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3] 1、橡胶木板层内部中空，减轻了保温板的重量；真空绝热板能够有效的避免空气

对流引起的热传递，波浪状的隔热空腔可避免室外冷热空气进入室内，起到保温的效果，同

时起到隔音降噪的效果；保温层对保温板起到保温隔热的效果；耐腐蚀层对保温层起到保

护的效果，避免保温层发生氧化腐蚀；耐热层进一步加强了保温板的保温效果；抗裂层加强

了保温板的强度，使得保温板不易发生老化；隔音层的设置，加强了保温板的隔音效果；设

置防火层，使保温板具有防火的效果；采用上述结构构成的保温板，防火防潮，且保温、隔音

效果好，使用寿命长；

[0024] 2、先在聚苯硫醚板的侧壁上涂刷抹面胶浆层，抹面胶浆具有环保绿色、粘接性好、

耐候性好，强度好的效果；聚丙烯具有防火、耐高温、绝缘等效果，然后将聚丙烯纤维网格布

压入抹面胶浆层内，起到防止抹面开裂的作用，延长了保温板的使用寿命；

[0025] 3、吸音海绵具有吸音、隔热、阻燃、耐高温等效果，进一步加强了保温板的隔音效

果。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实施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用于体现是本实施例的侧面剖视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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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附图标记：1、保温板本体；2、保温层；21、橡胶木板层；22、真空绝热板；3、耐腐蚀

层；31、过氯乙烯涂料层；4、耐热层；41、聚苯硫醚板；5、抗裂层；51、聚丙烯纤维网格布；52、

抹面胶浆层；6、隔音层；61、隔音板；7、防火层；71、玻镁防火板；8、隔热空腔；9、吸音海绵；

10、丙烯酸乳液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0] 实施例：

[0031] 一种阻燃隔音保温板，参照图1，包括保温板本体1，保温板本体1的形状为矩形。

[0032] 参照图1，保温板本体1包括设置在中间一层的保温层2、胶粘在保温层2上下侧壁

上的耐腐蚀层3、紧贴耐腐蚀层3上下侧壁胶粘的耐热层4、与耐热层4远离耐腐蚀层3上下侧

壁胶粘的抗裂层5、胶粘在抗裂层5远离耐热层4上下侧壁上的隔音层6以及设置在隔音层6

远离防火层7一端的防火层7；保温层2对保温板起到保温隔热的效果；由于保温板长时间处

于室外，耐腐蚀层3对保温层2起到保护的效果，避免保温层2发生氧化腐蚀，提高了保温效

果；耐热层4进一步加强了保温板的保温效果；抗裂层5加强了保温板的强度，使得保温板不

易发生老化；隔音层6的设置，使得保温板起到隔音的效果；设置防火层7，使保温板具有防

火的效果；采用上述结构构成的保温板，防火防潮，且保温、隔音效果好，使用寿命长。

[0033] 参照图2，保温层2、耐腐蚀层3、隔音层6、抗裂层5以及防火层7的相对侧壁之间均

设有丙烯酸乳液层10相互胶粘；丙烯酸乳液无毒、无刺激，对人体无害，具有优异的光泽与

透明性，粘接性能好，加强了保温板每层之间的连接强度，提高了保温板的使用稳定性。

[0034] 参照图2，保温层2包括为中空状的橡胶木板层21以及设置在橡胶木板层21内的真

空绝热板22，真空绝热板22沿橡胶木板层21的高度方向等间距排列为三层，每层真空绝热

板22依次首尾连接有四个，真空绝热板22呈S型设置，三层真空绝热板22将橡胶木板层21分

隔形成若干个呈波浪状的隔热空腔8；橡胶木坚固耐用、纹路自然，具有较好的吸湿性和透

气性，橡胶木在使用前需要进行严格的烘干处理，具有很好的稳定性；橡胶木板层21的内部

为中空，减轻了保温板的重量，同时起到隔音降噪的效果；真空绝热板22是真空保温材料的

一种，能够有效的避免空气对流引起的热传递，进而四个波浪状的隔热空腔8可避免室外冷

热空气进入室内，起到保温的效果。

[0035] 参照图2，每个真空绝热板22的上表面和下表面上均设有吸音海绵9；吸音海绵9具

有吸音、隔热、阻燃、耐高温等效果，进一步加强了保温板的隔音效果。

[0036] 参照图2，耐腐蚀层3为涂刷在橡胶木板层21外壁上的过氯乙烯涂料层31；由于橡

胶木板层21具有较好的吸湿性和透气性，过氯乙烯涂料具有防腐、防潮、防霉等功效，对橡

胶木板层21起到保护作用，可防止橡胶木板发霉，有效的延长了橡胶木板层21的使用寿命。

[0037] 参照图2，耐热层4包括至少一层聚苯硫醚板41（优选数量为2层）；聚苯硫醚英文简

写为PPS，聚苯硫醚具有机械强度高、耐高温、难燃、热稳定性好等优点，对保温板进一步加

强了保温效果。

[0038] 参照图2，抗裂层5包括铺设在两层聚苯硫醚板41相背离侧壁上的聚丙烯纤维网格

布51以及胶粘在聚丙烯纤维网格布51上的抹面胶浆层52；首先在聚苯硫醚板41的侧壁上涂

刷抹面胶浆层52，抹面胶浆具有环保绿色、粘接性好、耐候性好，强度好的效果；聚丙烯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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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耐高温、绝缘等效果，将聚丙烯纤维网格布51压入抹面胶浆层52内，起到防止抹面开

裂的作用，延长了保温板的使用寿命。

[0039] 参照图2，隔音层6包括至少一层隔音板61（优选数量为2层）；隔音板61具有隔声量

大、耐候耐久性、防火、高强度等效果，使得保温板具有隔音的效果，进一步增强了保温板的

实用性。

[0040] 参照图2，防火层7包括至少一层玻镁防火板71（优选数量为2层），玻镁防火板71具

有耐高温、阻燃、吸声防震、防虫等优点，进而可防止保温板遇火燃烧，加强了保温板的实用

性，延长了保温板的使用寿命。

[0041]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本领

域技术人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

只要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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