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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A级复合防火保温板及其

制备方法，所述A级复合防火保温板由8～15份大

小两种粒径的石墨聚苯乙烯颗粒、100～120份硅

酸盐水泥、3～5份防水剂、2～4份粘结剂、10～15

份微硅粉、3～5份漂珠或玻璃微珠、2～3份抗裂

纤维及50～70份中性水制成。本发明的复合防火

保温板阻燃性能可达到A级，具有较低导热系数、

较高抗压强度及较高的抗渗性能及优良的耐候

性、耐久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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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A级复合防火保温板，其特征在于，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

所述石墨聚苯乙烯由可发性石墨聚苯烯颗粒经预发机发泡后制得，发泡后石墨聚苯乙

烯颗粒由大小两种粒径组成，大粒径与小粒径的配比为(1.5～2)：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A级复合防火保温板，其特征在于，大粒径的颗粒尺寸为5～

7mm，小粒径的颗粒尺寸为2～4mm。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A级复合防火保温板，其特征在于，可发性石墨聚苯烯颗粒由

挤出法制得。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A级复合防火保温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硅酸盐水泥为普通

硅酸盐水泥。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A级复合防火保温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粘结剂为胶粉。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A级复合防火保温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水剂为纳米硅防

水剂。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A级复合防火保温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抗裂纤维为聚丙烯

睛短纤维，其长度为5～6mm。

8.一种A级复合防火保温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可发性石墨聚苯烯颗粒置于预发机中，在温度80～100℃、压力0.04～0.05Mpa下

发泡60～80秒，制得粒径为2～4mm的小粒径石墨聚苯烯颗粒；

(2)将可发性石墨聚苯烯颗粒置于预发机中，在温度80～100℃、压力0.04～0.05Mpa下

发泡80～100秒，制得粒径为5～7mm的大粒径石墨聚苯烯颗粒；

(3)将步骤(1)制得的3～5重量份小粒径石墨聚苯烯颗粒、步骤(2)制得的5～10重量份

大粒径石墨聚苯烯颗粒、100～120重量份硅酸盐水泥、3～5重量份防水剂、2～4重量份粘结

剂、10～15重量份微硅粉、3～5重量份玻化微珠、2～3重量份抗裂纤维及50～70重量份中性

水在搅拌速度为50～100n/min的混料机中搅拌3～5分钟后放入模箱；

(4)使用预压机对模箱中保温材料进行预压，将其压缩到原体积的60～70％后，20～30

小时后脱模，制得保温块；

(5)脱模后保温块在常温条件下养护7～10天后，通过切割机切割成一定规格的保温

板。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发泡后石墨聚苯烯颗粒先进入料仓熟

化180～200分钟后，再投入混料机。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预压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将模箱中保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1233396 A

2



温材料压缩到原体积的80～90％，第二步压缩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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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A级复合防火保温板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A级复合防火保温板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墙体的保温隔热性能是实现建筑节能的重要途径。目前采用保温板对建筑外墙进

行保温绝热是墙体保温隔热的主要手段。现有保温板有无机和有机两种材料，有机材料比

重小，导热系数低，易于加工成型，施工方便。然而有机材料存在易燃的缺陷，近年来多起建

筑保温火灾事件的发生，引发了各界对保温防火的思考，保温材料的防火性能史无前例的

引起了业内各界的高度重视。为提高建筑保温材料的防火性能，无机保温材料如岩棉、泡沫

玻璃板得到大量应用。然而无机材料比重大，脆性高，抗拉强度低，导热系数高，岩棉类产品

还存在吸水率高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为此，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低导热系数、高强度的A级复合防火保温板，用以

解决现有技术中有机材料保温板易燃烧，无机材料保温板导热系数低，脆性大的技术问题。

[0004]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A级复合防火保温板，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

[0006]

[0007] 所述石墨聚苯乙烯由可发性石墨聚苯烯颗粒经预发机发泡后制得，发泡后石墨聚

苯乙烯颗粒由大小两种粒径组成，大粒径与小粒径的配比为(1.5～2)：1。

[0008] 优选地，大粒径的颗粒尺寸为5～7mm，小粒径的颗粒尺寸为2～4mm。申请人在生产

实践中发现，采用两种粒径的石墨聚苯烯颗粒协配，制得的防火板强度更高。

[0009] 优选地，可发性石墨聚苯烯颗粒由挤出法制得。挤出法制得的可发性石墨聚苯烯

颗粒外形尺寸不规则，结合强度更高。

[0010] 优选地，所述硅酸盐水泥为普通硅酸盐水泥。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可降低制造成

本。

[0011] 优选地，所述粘结剂为胶粉。

[0012] 优选地，所述防水剂为纳米硅防水剂。纳米硅防水剂有耐久性好，耐酸碱，耐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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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

[0013] 优选地，所述抗裂纤维为聚丙烯睛短纤维，其长度为5～6mm。纤维长易团聚，结合

强度降低，纤维太短抗压强度低，长度为5～6mm的短纤维综合性能最佳。

[0014] 一种A级复合防火保温板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5] (1)将可发性石墨聚苯烯颗粒置于预发机中，在温度80～100℃、压力0 .04～

0.05Mpa下发泡60～80秒，制得粒径为2～4mm的小粒径石墨聚苯烯颗粒；

[0016] (2)将可发性石墨聚苯烯颗粒置于预发机中，在温度80～100℃、压力0 .04～

0.05Mpa下发泡80～100秒，制得粒径为5～7mm的大粒径石墨聚苯烯颗粒；

[0017] (3)将步骤(1)制得的3～5重量份小粒径石墨聚苯烯颗粒、步骤(2)制得的5～10重

量份大粒径石墨聚苯烯颗粒、100～120重量份硅酸盐水泥、3～5重量份防水剂、2～4重量份

粘结剂、10～15重量份微硅粉、3～5重量份玻化微珠、2～3重量份抗裂纤维及50～70重量份

中性水在搅拌速度为50～100n/min的混料机中搅拌3～5分钟后放入模箱；

[0018] (4)使用预压机对模箱中保温材料进行预压，将其压缩到原体积的60～70％后，20

～30小时后脱模，制得保温块；

[0019] (5)脱模后保温块在常温条件下养护7～10天后，通过切割机切割成一定规格的保

温板。

[0020] 进一步地，发泡后石墨聚苯烯颗粒先进入料仓熟化180～200分钟后，再投入混料

机。熟化过程是为了稳定发泡石墨聚苯烯颗粒的尺寸，稳定保温板尺寸及性能。

[0021] 进一步地，预压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将模箱中保温材料压缩到原体积的80～90％，

第二步压缩到位。采用两步法预压，可减小回弹，制得的保温板密度高，导热系数更低。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3] 1、本发明选用可发性石墨聚苯乙烯颗粒为有机原料制备保温板，作为原材料的聚

苯乙烯颗粒表面已经被石墨包裹，聚苯乙烯颗粒具有石墨的热反射性、耐候性、耐久性及不

燃烧性，发泡后与硅酸盐水泥、防水剂、粘结剂、微硅粉、漂珠或玻璃微珠及有机短纤维结

合，制得的保温板耐久性好、耐候性优良、抗压强度高、抗渗、防火等级可达到A级，导热系数

可达到≤0.050W/(m·K)。

[0024] 2、本发明采用两种粒径的石墨聚苯乙烯颗粒与水泥混合形成保温板主体，在保温

板主体空隙中填充导热率低、耐火度高的微硅粉、漂珠或玻璃微珠，微硅粉的平均粒径在

0.1～0.3μm，能够填充颗粒间的孔隙，同时与水化产物生成凝胶体，显著提高抗压、抗渗、防

腐性能，但微硅粉的加入量过高降低结合强度，漂珠、玻璃微珠的粒径在10～250微米，与适

量的微硅粉适配作为填充料，即可保证较高的结合强度又可显著提高抗压、抗折、抗拉、抗

渗、防腐、耐火性能。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发明的内容，但本发明的

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下面的实施例。

[0026] 实施例1

[0027] 一种A级复合防火保温板，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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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0029] 上述A级复合防火保温板的制备方法，按照如下步骤进行：

[0030] (1)将可发性石墨聚苯烯颗粒置于预发机中，在温度85℃、压力0.045Mpa下发泡80

秒，制得小粒径石墨聚苯烯颗粒；

[0031] (2)将可发性石墨聚苯烯颗粒置于预发机中，在温度85℃、压力0.045Mpa下发泡

100秒，制得大粒径石墨聚苯烯颗粒；

[0032] (3)将步骤(1)制得的小粒径石墨聚苯烯颗粒及步骤(2)制得的大粒径石墨聚苯烯

颗粒定量投入料仓熟化180～200分钟后送入混料机；同时定量投入其他组分，在搅拌速度

60n/min下混合搅拌3～5分钟；

[0033] (4)将混合搅拌好的保温材料投入模箱，大约15分钟后使用预压机对模箱中保温

材料进行预压，将其压缩到原体积的70％，24小时后脱模，制得保温块；

[0034] (5)脱模后保温块在常温条件下养护7天后，通过切割机切割成一定规格的保温

板。

[0035] 实施例2

[0036] 一种A级复合防火保温板，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

[0037]

[0038] 上述A级复合防火保温板的制备方法，按照如下步骤进行：

[0039] (1)将可发性石墨聚苯烯颗粒置于预发机中，在温度80℃、压力0.05Mpa下发泡60

秒，制得小粒径石墨聚苯烯颗粒；

[0040] (2)将可发性石墨聚苯烯颗粒置于预发机中，在温度80℃、压力0.05Mpa下发泡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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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制得大粒径石墨聚苯烯颗粒；

[0041] (3)将步骤(1)制得的小粒径石墨聚苯烯颗粒及步骤(2)制得的大粒径石墨聚苯烯

颗粒定量投入料仓熟化180～200分钟后送入混料机；同时定量投入其他组分，在搅拌速度

60n/min下混合搅拌3～5分钟；

[0042] (4)将混合搅拌好的保温材料投入模箱，大约15分钟后使用预压机对模箱中保温

材料进行预压，将其压缩到原体积的70％，20小时后脱模，制得保温块；

[0043] (5)脱模后保温块在常温条件下养护10天后，通过切割机切割成一定规格的保温

板。

[0044] 实施例3

[0045] 一种A级复合防火保温板，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

[0046]

[0047] 上述A级复合防火保温板的制备方法，按照如下步骤进行：

[0048] (1)将可发性石墨聚苯烯颗粒置于预发机中，在温度90℃、压力0.045Mpa下发泡70

秒，制得小粒径石墨聚苯烯颗粒；

[0049] (2)将可发性石墨聚苯烯颗粒置于预发机中，在温度90℃、压力0.045Mpa下发泡90

秒，制得大粒径石墨聚苯烯颗粒；

[0050] (3)将步骤(1)制得的小粒径石墨聚苯烯颗粒及步骤(2)制得的大粒径石墨聚苯烯

颗粒定量投入料仓熟化180～200分钟后送入混料机；同时定量投入其他组分，在搅拌速度

80n/min下混合搅拌3～5分钟；

[0051] (4)将混合搅拌好的保温材料投入模箱，大约15分钟后使用预压机对模箱中保温

材料进行预压，第一次预压压力为4kgf/m2，将其压缩到原体积的90％，第二次预压压力为

8kgf/m2，将其压缩到原体积的70％，30小时后脱模，制得保温块；

[0052] (5)脱模后保温块在常温条件下养护12天后，通过切割机切割成一定规格的保温

板。

[0053] 对比例1

[0054] 原料组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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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0056] (1)将可发性石墨聚苯烯颗粒置于预发机中，在温度80℃、压力0.005Mpa下发泡82

秒，制得粒径为4mm的石墨聚苯烯颗粒；

[0057] (2)将步骤(1)制得的石墨聚苯烯颗粒定量投入料仓熟化190分钟后送入混料机；

同时定量投入其他组分，在搅拌速度60n/min下混合搅拌5分钟；

[0058] (4)将混合搅拌好的保温材料投入模箱，大约15分钟后使用预压机对模箱中保温

材料进行预压，将其压缩到原体积的70％，24小时后脱模，制得保温块；

[0059] (5)脱模后保温块在常温条件下养护7天后，通过切割机切割成一定规格的保温

板。

[0060] 采用JG/T536-2017《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规定的方法测定实施例及对

比例的保温板性能，检测结果见表1。

[0061] 表1

[0062]

[0063] 从上表可以看出，采用一种粒径的可发性石墨聚苯烯颗粒及一种填加料，制得的

保温板在抗压、抗折、抗拉性能上均有下降。

[0064]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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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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