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036601.3

(22)申请日 2020.01.14

(71)申请人 成都中泰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 610300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金芙

蓉大道三段388号

(72)发明人 张文华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佳划信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 51266

代理人 史姣姣

(51)Int.Cl.

C04B 28/00(2006.01)

C04B 111/2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及其

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

烯保温板及其制备方法，由以下材料组成：可再

分散乳胶粉、高效减水剂、甲基纤维素醚、促凝

剂、甲酸钙、增强剂、硅灰、水泥、水和聚苯颗粒。

通过上述方案，本发明达到了满足工作要求、且

制造工艺简单的目的，在保温板领域具有很高的

实用价值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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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其特征在于，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可再

分散乳胶粉1～3份、高效减水剂2～4份、甲基纤维素醚0.5～1份、促凝剂2～3份、甲酸钙4.5

～6份、增强剂1～2份、硅灰20～21份、水泥199～201份、水109～111份和聚苯颗粒2～3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其特征在于，由以下重

量份的组分组成：可再分散乳胶粉2～3份、高效减水剂3～4份、甲基纤维素醚0.5～0.7份、

促凝剂2～2.5份、甲酸钙4.5～5.5份、增强剂1～1.5份、硅灰20～20.5份、水泥199～200份、

水109～110份和聚苯颗粒2～2.5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其特征在于，由以下重

量份的组分组成：可再分散乳胶粉2份、高效减水剂3份、甲基纤维素醚0.5份、促凝剂2.5份、

甲酸钙5份、增强剂1.5份、硅灰20份、水泥200份、水110份和聚苯颗粒2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

型号为525。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01，将199～201份的水泥、1～3份的可再分散乳胶粉、2～4份的高效减水剂、0.5

～1份的甲基纤维素醚、2～3份的促凝剂、4.5～6份的甲酸钙、1～2份的增强剂、20～21份的

硅灰和109～111份的水投入浆料专用混合机，得到浆料混合物，待用；

步骤S02，利用颗粒网箱选取直径为Nmm的聚苯颗粒；

步骤S03，将2～3份步骤S02中的聚苯颗粒与步骤S01中的浆料混合物加入匀质板专用

混合机进行混合，得到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原浆料；

步骤S04，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原浆料进入模箱，经压料机得到胚体；

步骤S05，在常温下，养护10～15天，并进行切割；

步骤S06，切除经养护得到的胚体的六个表面，且任一胚体表面切除厚度为5cm；

步骤S07，对步骤S06中的胚体进行切割，得到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聚苯颗粒的直径Nmm为3～5mm。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S04中，压料机的压缩比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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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保温板领域，尤其是一种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聚苯乙烯保温板是以聚苯乙烯树脂为原料的泡沫保温板材。主要用于建筑墙体，

屋面保温，复合板保温，冷库、空调、车辆、船舶的保温隔热，地板采暖，装潢雕刻等用途非常

广泛；

[0003] 因此，急需设计出一种满足工作要求、且制造工艺简单的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

烯保温板。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及其

制备方法，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可再分散乳胶

粉1～3份、高效减水剂2～4份、甲基纤维素醚0.5～1份、促凝剂2～3份、甲酸钙4.5～6份、增

强剂1～2份、硅灰20～21份、水泥199～201份、水109～111份、聚苯颗粒2～3份。

[0006] 进一步地，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可再分散乳胶粉2～3份、高效减水剂3～4

份、甲基纤维素醚0.5～0.7份、促凝剂2～2.5份、甲酸钙4.5～5.5份、增强剂1～1.5份、硅灰

20～20.5份、水泥199～200份、水109～110份、聚苯颗粒2～2.5份。

[0007] 进一步地，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可再分散乳胶粉2份、高效减水剂3份、甲基

纤维素醚0.5份、促凝剂2.5份、甲酸钙5份、增强剂1.5份、硅灰20份、水泥200份、水110份和

聚苯颗粒2份。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水泥型号为525。

[0009] 进一步地，一种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0] 步骤S01，将199～201份的水泥、1～3份的可再分散乳胶粉、2～4份的高效减水剂、

0.5～1份的甲基纤维素醚、2～3份的促凝剂、4.5～6份的甲酸钙、1～2份的增强剂、20～21

份的硅灰和109～111份的水投入浆料专用混合机，得到浆料混合物，待用；

[0011] 步骤S02，利用颗粒网箱选取直径为Nmm的聚苯颗粒；

[0012] 步骤S03，将2～3份步骤S02中的聚苯颗粒与步骤S01中的浆料混合物加入匀质板

专用混合机进行混合，得到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原浆料；

[0013] 步骤S04，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原浆料进入模箱，经压料机得到胚体；

[0014] 步骤S05，在常温下，养护10～15天，并进行切割；

[0015] 步骤S06，切除经养护得到的胚体的六个表面，且任一胚体表面切除厚度为5cm；

[0016] 步骤S07，对步骤S06中的胚体进行切割，得到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

[0017] 进一步地，所述聚苯颗粒的直径Nmm为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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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优选地，所述步骤S04中，压料机的压缩比为35％。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0] (1)本发明巧妙地采用了直径为3～5mm的聚苯颗粒，保证了聚苯颗粒更易于混合。

[0021] (2)本发明所述的一种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的制备方法，制备工艺更

简单。

[0022] (3)本发明制备之后得到的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具有更高的抗压强

度、更高的抗拉强度、更高的体积吸水率和更低的导热系数。

[0023] 本发明一种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及其制备方法在保温板领域具有很

高的实用价值和推广价值。

附图说明

[002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使用的附图

作简单介绍，应当理解，以下附图仅示出了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因此不应被看作是对保护

范围的限定，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

图获得其他相关的附图。

[0025] 图1为本发明的设备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使本申请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为清楚，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

作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实施例。基于本申请中的实施例，本领

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申请

保护的范围。

[0027] 实施例1

[0028] 如图1所示，本发明涉及一种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及其制备方法。具体

说明了一种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可再分散乳胶粉1

份、高效减水剂3份、甲基纤维素醚0.7份、促凝剂2份、甲酸钙5份、增强剂2份、硅灰20份、水

泥200份、水109份、聚苯颗粒2份。

[0029] 下面简要说明其制备过程：

[0030] 步骤S01，将1份的可再分散乳胶粉、3份的高效减水剂、0.7份的甲基纤维素醚、2份

的促凝剂、5份的甲酸钙、2份的增强剂、20份的硅灰、200份型号为525的水泥、109份的水投

入浆料专用混合机，得到浆料混合物，待用；

[0031] 步骤S02，利用颗粒网箱选取直径为5mm的聚苯颗粒；

[0032] 步骤S03，将2份步骤S02中的聚苯颗粒与步骤S01中的浆料混合物加入匀质板专用

混合机进行混合，得到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原浆料；

[0033] 步骤S04，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原浆料进入模箱，以35％的压缩比经压

料机得到胚体；

[0034] 步骤S05，在常温下，养护15天，并进行切割；

[0035] 步骤S06，切除经养护得到的胚体的六个表面，且任一胚体表面切除厚度为5cm；

[0036] 步骤S07，对步骤S06中的胚体进行切割，得到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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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通过上述配方和工艺得到产品1。

[0038] 实施例2

[0039] 如图1所示，本发明涉及一种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及其制备方法。其

中，一种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可再分散乳胶粉3份、

高效减水剂4份、甲基纤维素醚0.6份、促凝剂3份、甲酸钙5份、增强剂1.3份、硅灰20.3份、水

泥199.5份、水109.5份和聚苯颗粒2.3份。由于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在此就不予赘述，

通过上述配方和工艺得到产品2。

[0040] 实施例3

[0041] 如图1所示，本发明涉及一种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及其制备方法。其

中，一种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可再分散乳胶粉2份、

高效减水剂3份、甲基纤维素醚0.5份、促凝剂2.5份、甲酸钙5份、增强剂1.5份、硅灰20份、水

泥200份、水110份和聚苯颗粒2份。由于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在此就不予赘述，通过上

述配方和工艺得到产品3。

[0042] 实施例4

[0043] 如图1所示，本发明涉及一种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及其制备方法。其

中，一种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可再分散乳胶粉1.3

份、高效减水剂2.2份、甲基纤维素醚0.8份、促凝剂2.7份、甲酸钙5.2份、增强剂1.2份、硅灰

20.2份、水泥199.5份、水110.5份和聚苯颗粒2.2份。由于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在此就

不予赘述，通过上述配方和工艺得到产品4。

[0044] 实施例5

[0045] 如图1所示，本发明涉及一种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及其制备方法。其

中，一种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可再分散乳胶粉1.1

份、高效减水剂2.1份、甲基纤维素醚0.6份、促凝剂2.1份、甲酸钙5.1份、增强剂1.1份、硅灰

20.1份、水泥199.2份、水110.2份和聚苯颗粒2.1份。由于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在此就

不予赘述，通过上述配方和工艺得到产品5。

[0046] 为了验证压缩比与抗拉强度、体积吸水率和导热系数之间的关系；特进行了压缩

比对比实验,以实施例3制备得到的产品为例，试验结果如下表：

[0047] 压缩比 抗压强度(MPa) 体积吸水率 导热系数W/(mk)

25％ 0.22 4.69％ 0.059

35％ 0.30 4.49％ 0.056

45％ 0.40 4.32％ 0.053

[0048] 通过上述表可知，随着压缩比的不断增大，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的抗

压强度提高、体积吸水率降低、导热系数下降。

[0049] 压缩比为35％的情况下，将实施例1～5制备的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

进行性能比较，结果如下：

[0050] 产品 干密度 导热系数 抗压强度 抗拉强度 体积吸水率 软化系数

产品1 175 0.066 0.22 0.11 4.36％ 73％

产品2 176 0.064 0.23 0.12 4.37％ 74％

产品3 177 0.059 0.40 0.13 4.49％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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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4 169 0.068 0.20 0.10 4.31％ 71％

产品5 170 0.067 0.21 0.10 4.33％ 72％

[0051] 由上表数据可知：实施例1～5制备的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的各方面性

能均满足工作性能要求，其中，实施例3制备的不燃型复合膨胀聚苯乙烯保温板的性能更为

优异。

[0052] 上述实施例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制，但凡采用

本发明的设计原理，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非创造性劳动而作出的变化，均应属于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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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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