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合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

项

目

可

行

性

报

告

常州市欧凯建材有限公司

二 O 一一年八月十日



复合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

项目可行性报告

一、 前言
近年来在由建筑外墙保温材料引燃的火灾事故频发，建筑物外墙外保温系统的防火

安全性，受到国家相关部委的重视。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属无机水泥基多孔轻质保温隔

热材料，A级不燃，保温性能好，符合《公安部、住建部公通字[2009]46 号文〈民用建

筑外保温系统及外墙装饰防火暂行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消[2011]65 号

﹤关于进一步明确民用建筑外保温材料消防监督管理有关要求的通知﹥》要求。是理想

的外墙外保温替代材料。目前该材料在国内多个地区得到了建委、节能办、消防部门的

推荐使用，市场火爆，产品处于供不应求的现状。

复合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质量较轻，长距离运输费用较高，大规模集约式生产反而

会提高该产品的应用成本。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生产工艺并不复杂，产品生产技术成熟，

适合在各地建立中小规模生产加工企业，以降低生产使用成本、满足市场需求。

OK 复合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生产线，是我公司结合多年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产品

生产经验，多方探讨研究，参考大型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生产线配置，优化配方技术，

研发改进设备，开发出的新一代中型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自动在线生产线。

二、复合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的特点、优势及性能

（一）OK 复合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

OK 复合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是以硫铝酸盐水泥、粉煤灰或工业废渣为原料，加入

发泡剂、特殊纤维等复合、搅拌、发泡成型。OK—复合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薄抹灰外墙

外保温系统是置于建筑物外墙外侧的保温及饰面系统，是由 OK—复合发泡水泥防火保

温板、粘结砂浆和必要时使用的锚栓、抹面砂浆和耐碱网布及饰面层等组成的系统产品。

其核心技术是解决隔热保温层的绝干密度和抗压强度之间的关系，它是直接影响保温层

和系统导热系数的两大关键因素。密度大，抗压强度高，导热系数也高；密度越小，强

度降低，导热系数也低。

OK 复合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的出现，直接推动了建筑保温材料中的无机保温材料

的飞跃发展，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将为投资者创造大量财富，为使用者节约大

量资金，为建筑节能做出巨大贡献。

（二）OK复合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产品优势

1、高耐火性

OK 复合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是无机材料，属 A 级防火材料，从而具有良好的耐火



性，耐火度达到 1000℃以上，完全满足了外墙保温板的耐火要求。

2、高保温隔热性

OK复合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的闭孔率＞95%，高闭孔率使空气流动造成的热传递低，

是高隔热的先决条件。因此生产的外墙保温板导热系数达到 0.055—0.068W/m.k，与聚

苯板的导热系数略低，但在实际工程中的使用效果基本相当，可满足建筑保温隔热需要。

3、强度相对好，不易碎裂

本公司生产的 OK 复合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抗压抗折强度均较高，达到了低密度较

高强度的相对统一，使用与运输均不易碎裂，并符合耐火完整性。

4、质轻，粘结强度高

质轻是我们产品的又一优势。密度在 160—300kg/m3，能达到外墙保温板的各项要

求，降低成本。材料的兼容性好，与墙体的粘结力强。

5、无毒无害，环保节能

OK 复合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是以水泥和粉煤灰等为主要生产原材料，高温下不会

燃烧且没有有毒气体释放，属于安全性环保材料，且作为利废产品得到国家产业政策的

支持。

6、寿命长

我国目前的建筑设计寿命一般为 50—100 年。而有机保温材料的设计寿命却大多仅

为 20—25 年。也就是说保温层与建筑的寿命不能保持同步。这就意味着有机保温材料

的不耐老化问题使得一栋建筑在其服役过程中至少要进行 2—4次的保温施工。这种对

建筑的反复施工操作，造成了对建筑本身的直接损害。缩短了建筑的使用期，同时多次

保温施工也各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严重不便。OK—复合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的寿命大于

50 年，可以与建筑物同寿命。

（三）产品技术性能表：

内部

结构

密度

（kg/m3）

导热系数

（w/m.k）

干缩值

（mm/m）

抗冻性

（冻后质量

损失≤）

吸水率

（重量）

抗压强度

（MPa）

1-2mm 封闭微

孔

160—300 0.055—0.08 0.70—0.80 5% 8%—10% 0.40—0.50

三、OK 复合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与传统产品的比较

（一）OK复合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与XPS 聚苯板的比较

目前市场上用于外墙保温的材料主要是聚苯板（EPS/XPS）、聚苯颗粒保温砂浆等。

聚苯板是以树脂为基料，加入一定量的发泡剂、催化剂和稳定剂，经加热发泡而成。

OK 复合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是以水泥、粉煤灰、工业废渣为原料，加入聚合物、

发泡剂、特殊纤维等复合、搅拌、发泡成型。

主要性能对比：

项目 挤塑聚苯板 XPS OK 复合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

密度（kg/m3） 25——45 160—300

导热系数（w/m.k） 0.028----0.030 0.055—0.080



抗压强度（MPa） 0.2----0.25(国内很难做到) 0.40—0.50

粘结强度（MPa） 0.2----0.25 ≥0.4

吸水率（v/v%） ≤2.0 8——10

环境影响 易受白蚁侵害、火灾或高温下放出

有毒气体，维护拆建会二次污染

环境净化好、无毒无害，可再回收

利用。

使用温度 －50——75 －100— 800

阻燃程度 离火自燃 不燃

燃烧级别 B2 A1

使用寿命 15——20 年 与建筑物同寿命

施工性能 复杂 简单

耐气候性 一般 优

施工风险 高（施工要求高、专业性强） 低

开裂可控性 难 易

主要原材料 石油 水泥、煤灰等

（二）OK复合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与聚苯颗粒保温砂浆的比较

项目 聚苯颗粒保温砂浆 OK—复合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

密度（kg/m3） 250——400 160—300



导热系数（w/m.k） 0.07——0.085 0.055—0.080

抗压强度（MPa） 0.3——0.8 0.40—0.50

粘结强度（MPa） ≥0.1 ≥0.4

吸水率（v/v%） ≥15% 8—10%

使用寿命 20 年 与建筑物同寿命

施工风险 较高 低

耐气候性 一般 优

开裂可控性 难 易

系统防水性 一般 优

四、复合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工艺路线和生产方法与设备简介

（一）OK复合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生产线主要生产设备：

原料储备 配料设备 搅拌设备

发泡模具 切割设备 切片机组

包装设备

（二）生产工艺：

2.1、配料：将定量的水泥、粉煤灰、外加剂、水、纤维、发泡剂等各种所需原

料输入配料计量设备；

2.2、搅拌：在搅拌机内对各种的原料进行 2—3min 搅拌混合；

2.3、注模：将搅拌均匀的浆料注入模具内（每箱料注满一模，成品约为 0.5m³）；

2.4、发泡：模具内的浆料经过 10-20min 的时间完成发泡；

2.5、初期养护：注模并发泡完成后静置 30min；

2.6、脱模：通过静置 30min，待发泡水泥模块完成初凝，具备初期强度时即可

脱模；

2.7、中期养护：发泡水泥板养护时间为一周，养护适应温度为 25℃±10℃，

气温不具备条件的地区，需搭设温棚或前 3d 覆盖薄膜洒水养护；

2.8、切割：养护一周即进行切割，根据需规格调整切割设备刀架及锯距进行切



割；

2.9、成品养护：OK 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养护龄期为 7d（如交货期较短，切割

完成后即可包装出厂）。

（三）工艺流程：

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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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模

养护 （前三天需要覆膜洒水养护）

包装

切割

五、项目建厂配套建设概算

1、项目建厂占地面积及厂房：

项目建设占地面积及厂房表

序号 场地或厂房 面积㎡ 用途

1 原材料储备 150 原材料 20T/天，按 5天循环周期

2 生产区 1000 日产 100 方共需 100 套模具，每套占地 2

㎡，共 200 ㎡，干混设备，空地另加

3 半成品养护区 1000 每天生产 200 块，每块占地 0.5 ㎡，共 100

㎡，按 7天循环期

4 切割半成品区 150 日产 100 方占地 90 ㎡，另有 2台切割机占

地 35 ㎡和空地 25 ㎡

5 包装堆放区 150 用于包装和堆放成品

6 暖棚（选建） 400 用于恒温养护产品

7 生活区 500 含道路等基本设施

8 成品堆放区 1000 视销售情况而定

9 废料堆放区 350 废料经处理后再利用

合计 4700 场地及建筑面积约 7亩

模具，铺膜
模 具 静 置

30min 发泡成模

中期养护(7d)

切 条

切 片包 装

仓 储

或出厂



生产车间 模具布局

包装车间 成品堆放

2、水、电供应：

2.1、月用水量 300m3 以内(包括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井水或自来水均可；

2.2、OK 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主要生产线总装机功率 24.5kw(380V)；水加热器、

包装机等选用设备预装配功率 50kw 以内，包括生产用电、照明用电及其它用电，月耗

电量 1800kw.h 以内。

3、人员定员：

序号 工种 人数 备注

1 配料 2

2 生产（支模、搅拌发泡、运输等） 4 人/班 8小时/班

3 切割 2 人/班 定员可根据工人训练度掌握

4 切片 2 人/班

5 包装 4 人/班

合计 16 人 日产 100-200m³

六、投资分析：

• 主导产品：OK 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

• 占地面积：4000 平方米（约 6亩）

• 产量规模：年产 2万立方米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

• 主要设备：常州市欧凯建材有限公司生产

• 辅助设备：当地配套（模具、小型工护具等）

• 员工人数：约 14-16 人

• 产品成本：约 500 元/m³（不同地区具体核算）

• 项目投资：设备及技术投资 68 万+模具及小型工护具 8万+其他 12 万=88 万

• 建设周期：20—30 天

• 年总产值：2400 万（按年产 20000 立方计算=20000m³×1200 元）

• 年总成本：1000 万（=20000m³×500 元）

• 年总利润：1400 万

• 税后利润：1350 万

• 投资回收期：一个季度回收投资成本

七、OK 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生产线产品交付及售后服务

1、方案设计，2～3个工作日

根据客户意向及合同约定规模、产能等，确定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生产线供料、

搅拌、发泡装置规格、功率等配置，确定模具规划、切割机规格、功率、切割能力等配

置。

2、设备生产，7～10 天

原材料上料设备、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搅拌设备、切割设备、模具等的生产，

加工。其中模具我公司提供 1套样板和图纸，客户可在建厂地根据实用需要加工仿制模

具。



3、培训，2～3天

设备生产期间，客户可到我公司参观 OK 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生产过程，学习生

产技术。我公司派专人为客户讲解配方比例，并进行现场试配。直至客户熟练掌握生产

技术。

4、交付

自收到定金之日起 20—30 天内交付生产线。

5、售后服务

接受客户技术咨询，为合作伙伴排除技术问题；全年接待合作伙伴员工到我公

司参观学习；以最优价供应生产线零配件；后期工艺改进、技术更新，合作伙伴可享受

升级、更新服务。

OK 发泡水泥防火保温板生产项目技术可靠、投资小、建厂周期短、见效快；主要

原材料为：水泥、发泡剂，可就地取材；生产方式灵活，易于实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

益都十分显著。、

※详细资料附后：

可行性报告；投资预算；场地规划；技术报告；设备图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