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级资质，十年专注，千个工程

                  ——蜂巢保温装饰一体化



《关于在我省民用建筑工

程中推广应用非浆料类建

筑保温隔热材料的通知》                           

川建勘设科发〔2015〕

430号

2015年7月1日起，新建、改建、

扩建项目均应设计采用非浆料

类建筑保温隔热材料。

《成都市规划管理技术规

定》附录的容积率计算规

则中，关于不计入容积率

的建筑面积内容，增加

“建筑物的外墙外保温层

的建筑面积。”

      成都市规划管理局                                                       　　     

2015年7月9日

《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加

快推进装配式建设工程发

展的意见《成府发〔2016〕

16号》

2016年5月25日

    



为什么禁止使用微珠浆料系统？
• 2010年至今，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中空玻化微珠系统占据了80％以上

的市场份额。大面积使用玻化微珠5年来大面积应用的的玻化微珠系统浆

料类建筑保温隔热材料出现了大量问题，

1、产品质量、厚度不稳定，投诉极多；

2、施工现场二次加工环境污染较大；

3、墙面空鼓、脱落、保温层密度超标等

2013年，湖北限制玻化微珠浆料使用；

2014年，重庆限制玻化微珠浆料使用；



蜂巢保温在2005-2010年施工的几百万平方米EPS系统，至今0投诉，如南城都汇32万平方米
EPS涂料+贴砖，中航云岭12万平方米EPS涂料+贴砖，蔚蓝卡地亚8万平方米EPS涂料+贴砖，红
树湾XPS贴砖15万平方米，博瑞优品尚东EPS贴砖20万平方米，长城优地EPS贴砖18万平方米等，
未发生一起面砖脱落和开裂事宜。

反而在2011年后施工玻化微珠项目不可避免出现开裂、漏水、面砖脱落等质
量通病，以超厚抹灰空鼓较为严重。



站在开发商的角度，如何选择保温板
材系统呢？

1、完全满足现有政策，绝无漏洞让小业主挑；
2、安全可靠，经济性好，性价比高；
3、结合外装饰提升档次，同时降低成本。

      



B1级保温材料应用受限，并将导致整体造价上升。

GB50016-2014：建筑外墙采用内保温系统时：保温系统应符合下
列规定：对于人员密集场所（各种商业、学校、医院、通道等）
，用火、燃油、燃气等具有火灾危险性的场所（厨房！！）以及
各类建筑内的疏散楼梯间、避难走道、避难间、避难层等场所或
部位，应采用燃烧性能为A级的保温材料；

对于其他场所，应采用低烟、低毒且燃烧性能不低于B1级的保温
材料（挤塑板或石墨聚苯板）；保温系统应采用不燃材料做防护
层。采用燃烧性能为B1级的保温材料时，防护层的厚度不应小于
10mm。

      



1、抗裂砂浆从4公斤增加到12-15公斤，按1000元每吨市场价，增加8元钱；

2、原来2遍成活，变为4-5遍成活，人工费增加3-4元；

3、单层网格布变为双层网格布，增加2元。

结论：同样厚度情况下，采用B1级材料，内保温整体成本每平方米增加12-15
元。即使考虑导热系数不同厚度不同的因素，B1级材料也会贵6-10元。



外保温采用B1级，又会是什么情况？

耐火完整性在0.5h以上带开启扇的耐
火窗跟普通窗（铝合金窗，塑钢窗）
相比：在相同传热系数下价格约高
200-300元；窗墙比按30%计算，外墙
每平方米造价将增加60-100元。



这样的苦恼，万科也不例外



• 现有的塑钢、断桥铝门窗都是达不到防火要求的，真
正达标的防火窗基本要采用耐高温性能更好的钢材。
钢窗的传热系数比较大，随着目前各地建筑节能要求
的不断提高，采用钢窗防火问题可能得以解决，但热
性能指标可能就会过不了；

• 另外，防火隔离带与B级保温材料属于不同性质的材料，
变形系数、吸水率等不同，经常会出现开裂等问题。



综上所述，无论是内保温还是外保

温，B1材料都将增加开发商成本，

使用A级材料已经成为最佳选择。



A级不燃保温材料有哪些？

小众材料：泡沫玻璃，发泡陶瓷，STP真空板，不
成熟，价格奇高；
大众材料：岩棉、水泥发泡板、不燃性聚苯板



三种主流的A级材料：

岩棉板（条）、纤维水泥发泡板、不燃性

聚苯板的技术性与经济性对比



岩棉板（条）外墙外保温系统



1、参照标准：《DBJ51T-
42-2015四川省建筑工程岩
棉制品保温系统技术规
程》；
2、薄抹灰系统应使用纤维
方向垂直于墙面的岩棉条，
严禁使用岩棉板，避免大
面积分层剥离的质量事故。



岩棉条的成功案例：
郑州华润城超100米项目
1、全部采用进口品牌洛科威；
2、全部采用垂直纤维方向15厘米宽岩
棉条逐条镶贴。
3、容重在180公斤高密度岩棉板。

综合造价在200元每平方米左右，不具
有推广价值。



龙湖西宸原著、听蓝湾项目，可能
会成为四川第一个大面积应用垂直
纤维岩棉条外保温系统的超高层项
目，蜂巢中标面积约40万平方米。

蜂巢已经进场，预计十月大面积施
工，欢迎考察。



成都洗面桥街某岩棉项目失败案例.......

岩棉最大的问题在于：
1、岩棉的生产工艺类似与棉絮的加工，强度很低，如果纤维方向
平行与墙面方向更低；
2、吸水性较强；经济性较差。
3、岩棉纤维粉尘吸入对人体有害（万科.毒墙门）。



水泥基泡沫保温板外墙保温系统



水泥发泡板，适合内保温，不适合外保温





水泥发泡板优点：
1、技术成熟，在2005-2009年大量应用硅酸盐板，蜂巢保温做了置信丽都花园城，优客联邦，
西南民族大学等水泥发泡板内保温项目，已有8年历史未出问题。
2、综合造价较低，每立方仅三百多元，即使考虑导热系数导致厚度较厚因素，也不贵。

缺点：
1、吸水性不易控制，不适于外保温；
2、自重较大，一般在每立方220公斤以上，大面积粘贴外墙应有加强措施；
3、脆性较大，施工损耗大，锚栓不易固定，钉入锚栓易使板破碎；
4、导热系数高（0.07），四川地区一般4厘米厚度以上，占用室内空间较多。

乐山鸿通凤凰城25万水泥发泡板内保温，蜂巢正在施工，欢迎莅
临考察



在不增加造价的前提，有无更可靠，
更优异的A级保温板？



从2015年的AEPS，改性聚苯板演
变至今，已成为主流。导则于3月
1日开始实施。
已大面积使用此材料的开发商有
万科、蓝光、恒大、碧桂园、蓝
润、中德、中港、；



不燃性聚苯防火保温板

不燃性聚苯板运用高频渗透微相复合技术在
每个有机颗粒表面形成无机的防火隔离膜，
使每一个颗粒形成相对独立的无机包裹防火
单元。不燃板从热塑性改进为热固性，可达
到A级燃烧性能中适用于非匀质材料的A2级，
同时通过改性使得导热系数、压缩强度、吸
水率、尺寸稳定性等指标性能得到大幅度的
提升。



不燃性聚苯板与普通B1级聚苯板有什么区别？





•①从B1级变成真正的A级燃
烧性能！

•②整体强度和性能得到提
升！

•更关键的是施工工艺与传
统的EPS一样，不需要特殊
的加强，因此整体造价低！



岩棉保温系统 不燃性聚苯板系统 水泥发泡板

内部结构 疏松纤维状 封闭致密状 多孔状

燃烧性能 A1级（匀质） A2级（非匀质） A1级（匀质）

遇火性能 热固性 热固性 热固性

施工要求 满粘法、双层网、大钉盘 点框粘、单层网、小钉盘 满粘法、单层网、小钉盘

造价 100~160元 60~80元 50-80元

工程案例 龙湖听蓝湾、龙湖西宸原
著

中港CCPARK，恒大天府半岛，
恒大曹家巷广场，蓝光金悦
城

置信丽都花园城、优客联邦、
西南民族大学、乐山鸿通凤凰
城

吸水性 较吸水 不吸水 较吸水

导热系数 0.04-0.048 0.052 0.07

表观密度 100~160 120 260-300



蜂巢-牒彩是四川第一批研制、推广、
参标的企业，2015年开始应用。



• 综上所述：水泥发泡板、岩棉板由于自身疏
松、易吸水的特性，要达到耐候20年的要求，
对材质、工艺等要求都较高，存在造价和技
术先天缺陷。

• 不燃性防火保温板同样达到A级防火性能，因
其自身整体性能更好，所以造价基本与B1级
保温系统的造价持平，呈现出更高的性价比。
同时内外保温都可以广泛使用，将成为革命
性的替代材料。



不燃性改性聚苯板的5大竞争优势：

1、地方导则已出台，国家行业标准即将出台（蜂巢
参与起草）；

2、产品配套资源成熟，厂家众多，示范工程很多；

3、大板面600*900，施工费用低；

4、区别与岩棉条与水泥发泡板满粘易被检查出空鼓
的质量通病，不燃性改性聚苯板是点框粘法的空腔结
构，不存在是否空鼓的问题，极大地提高小业主的收
房满意度。

5、内外保温均可，总体造价最低，受到大多数开发
商的认可。



蜂巢已经施工的部分不燃性聚苯项目及保温形式一览：

1、恒大曹家巷广场12万平方米，高层外保温贴砖

2、中港CCPARK9万平方米，高层外保温涂料

3、恒大天府半岛11万平方米，高层内外保温结合

4、蓝光圣菲悦城20万平方米，内保温

5、蓝光金悦城12万平方米，外保温贴砖

6、融创凯旋东馆8万平方米，内保温

7、中德麓府18万平方米，内保温

8、中海锦江城4万平方米，外保温涂料/贴砖



除了A级改性聚苯板，还有什么办法让开
发商增加利润、降低成本？



             现有保温政策可以让甲方
            大幅度增加利润的两个措施
        
 一、比设计灰空间更有效益的手段：

    外保温不计入容积率可能带来的利润提升。以10万m2某30层住宅小区为例，

按10幢楼/每幢楼10000m2估算：
 1.外保温投影面积，每幢楼仅150m周长*0.04m厚度*30层*10幢楼=1800m2                                                      
      按均价10000元计，多实现销售收入1800万，建造成本未增加。
 2.用外保温相对内保温增加的造价。
     外保温造价估计：10万m2*70％*65元/m2=455万元
     内保温造价估计：10万m2*40％*55元/m2=220万元



结论：
      做外保温多投入
220万元，可以多增加
物业面积1800平方米，
利润增加1580万元，投
入产出比1:7。
案例：龙湖世纪峰景



二、优化商业建筑部分的外装与保温设计，造
价降低50-60%！且能满足装配率要求。

                           将传统石材/铝板干挂系统，
         改为保温装饰复合板系统或者薄片石材无龙骨系统：
 
                假设本小区的底商或商业中心有1万m2的外墙装饰面积。
         原来的龙骨干挂系统600元/m2~500元/m2
         总造价按600万元计
         如设计为保温装饰复合板仅为300元*1万平方米= 300万元

          利润增加300万元，建筑物外观与石材干挂完全一样！       
案例：蓝光东方天地商业街，花满兰庭售楼部，润富中心5万平方米。



• 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装配式建设工程发展的意见《成府发〔2016〕16号》

• 2018年，全市房建工程项目单体建筑预制装配率不低于20%，新建政府投资项目单体建筑预
制装配率不低于30%；

2020年，全市房建工程项目单体建筑预制装配率不低于30%

细化装配式建设工程相关要求，纳入建设条件通知书，作为国土部门编制土地出让方案的重要条
件。 (太行瑞宏·朗诗拍得的金沙城地块土地拍卖文件已明确要求）

单体建筑预制装配率：是指装配式建筑中，±0.000以上部分，使用预制构件（指在工厂或现场预
先制作的构件，如墙体、梁柱、楼板、楼梯、阳台、雨棚等）体积占全部构件（指包括预制构件
在内的所有构件）体积的比例。

 



• 如果要满足20-30%的装配率
（将牵涉退墙改基金），开发
商采用最小成本的可以满足装
配率的方法有2个：

• 1、一般框剪结构的平均值，混凝土体积为

0.3-0.4立方米/平方米，砖砌体体积为0.15-

0.3立方米/平方米，砖砌体占体积比为25%-

35%左右。采用轻质装配式内隔墙板基本可

以满足装配率要求。



• 2、 • 高层纯剪力墙结构，平均值，混凝土体积
为0.45立方米/平方米，砖砌体体积为0.10
立方米/平方米，砖砌体占体积比只18%左
右，可能会产生缺口无法满足装配率。

• 解决方案：可以采用外墙保温装饰复合板
弥补装配率的要求：

• 外墙面积=建筑面积*0.75
• 外墙厚度=0.04米
• 外墙装配板材的体积占比=3%

• 18%+3%=21%   大于装配率20%要求。



• 综上所述，如何吃透政策，掌握各种保温装饰系统的适用
性、经济性指标，能够为开发商大幅度降低综合成本，降
低小业主投诉风险，提高项目品质和客户满意率。

• 蜂巢-牒彩保温装饰一体化

• 为您提供性价比最高的外墙整体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