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德斯莱福:XPS挤塑板保温板系列 
产品

名称 
“德斯莱福:XPS挤塑板保温板系列 

生产

厂家 
北京北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产品

概述 
中国环保部&德国环保部合作项目，中国的首家 CO2 发泡技术生产的挤塑板，不
含氟利昂（CFC、HCFC），无任何放射性或挥发性物质，符合环保要求。 

产品

性能 
绿色环保、阻燃、节能保温、轻质、抗水、高强 

运用

范围 
适用于建筑墙体.屋面.地面.地板.地暖.冷库铁路等保温隔热。 

产 品

的 分

类 及

规格 

1200×600×10-100(mm)（规格可定做），搭接型挤塑板、雨槽型挤塑板、压花型挤
塑板 

材料

的构

成 

聚苯乙烯 

中文 深圳市兴德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 

英文 Shenzhen Xingdecheng Building Materials Co Ltd 

通讯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俪景鸿都 7栋 B1305 邮编 518172 

法人代表 姓名 刘金胜 职务 总经理 

姓名 刘威佳 部门/职务 市场部经理 

电话 0755-28918048 传真 0755-29842299 

 
联系人 

手机 13714222160 E-mail liuweijia_xdc@126.com 

单位性质 国内企业□ 中外合资□ 国外独
资□ 

单位网址  

销售产品 华南区代理销售“德斯莱福”新型环保 XPS聚苯乙烯挤塑板，生产销售挤塑板隔
热砖.天面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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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的构

造 

硬质发泡 

配套

产品 
锚固钉、挤塑板专用粘接剂、界面剂、 聚合物抹面砂浆、聚合物粘结砂浆 

执行

标准 
GB/T 10801.2-2002 

选用

要点 
一、更均匀、更稳定的阻燃效果，氟气体发泡工艺生产出的挤塑板阻燃效果不均匀，

用 CO2做发泡剂使挤塑板本身的阻燃性能更稳定、更均匀；二、更环保、更健康的

生活空间挤塑板是由无数个小气泡组成的。目前用氟作为发泡剂的产品, 小气泡中

充满氟气体, 因氟气体比空气重的多, 所以这些发泡剂将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往

外界散发, 大概在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全部散发并被空气填充所代替。在这个漫长

过程中用于我们周围身边的如墙体、屋面、地面等做保温用的挤塑板所挥发出的氟

气体, 如遇我们吸烟、做饭、施工等明火时产生的氨类有毒气体，严重危害着我们

每个人的健康。而二氧化碳气体是我们空气中必不可少的一种生态平衡与人类友好

的气体, 用它做发泡剂生产的产品是世界公认的环保产品。三、更高效、更长远的

市场竞争。二氧化碳的成本要比氟气体的成本低几倍，虽在前期昂贵的生产技术与

设备会提升些成本，但长远公司的价格定位是：让国内所有使用挤塑板的客商享有

我们国产的、价位更低的、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产品。目前中国建材保温行业在这

个具有富饶多彩的竞争市场中, 外国的月亮总比中国的圆，这一落伍自卑的思维观

念将为我们 13 亿中国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中华民族不断的进步与强大所驱逐。 

施工

要点 
卷材传统顺置屋面保温系统（保温层在防水层下面） 

 —单层卷材空铺屋面系统（混凝土或钢结构） 

 —单层卷材机械固定屋面系统（钢结构） 

 —卷材满粘屋面系统（混凝土或钢结构） 

 —卷材耐火全粘屋面系统（钢结构） 

 —卷材耐火全粘屋面系统（混凝土） 

·倒置屋面保温系统（保温层在防水层上面） 

 —鹅卵石压载屋面（混凝土或钢结构） 

 —上人屋面/顶板（混凝土结构） 

 —停车屋面/顶板（混凝土结构） 

 —种植屋面/顶板（混凝土或钢结构） 

倒置屋面保温系统： 

1、屋面结构封顶后，先将基础地面清理干净同时将基础地面突起点做适当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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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水层施工做前置作业工程。如有结构找坡则找坡完成后再整理基础地面。 

3、防水层施工完后对防水层做检查确认无异后，可以开始铺 XPS.XPS本身膨胀性

极低(无)，基本上不需要留伸缩缝，直接板接板铺设。遇到屋突处将 XPS做适当切

割后铺设。一般而言 XPS 与防水层之间是不需要做任何贴合处理，如果为了避免

JJL XPS在后续施工过程中发生走位影响整体施工，可以使用粘接剂将 XPS与防水

层做个假性贴合，粘贴只需配合 XPS大小在防水层上点粘或圈涂，不需要满粘。  

4、铺设无纺布(纤维布)作为隔离层，隔离层主要是作为保温层与保护层之间的隔

离保护层。因为 XPS抗老化性极佳，在实际案例中常被省略使用。 

5、保护层一般分上人屋面与不上人屋面。上人屋面一般采用水泥砂浆内加钢筋，

不上人屋面多半采用干铺卵石、水泥砖、水泥花砖。扎钢筋时除依设计要求施工外，

也需要确定灌浆时钢筋网有时做适当垫高，确保抗拉作用。水泥砂浆保护层均需要

设计分格缝。干铺卵石时檐口与排水口需做适当的堵头。 

 
技术

性能

参数 

产品性能严格执行 GB/T 10801.2-2002 

产品

图片

（每

类产

品 1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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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

工程

介绍

及图

片

（1-2
张） 

中标项目：鸟巢国家体育场、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首都博物

馆新馆、中国地质大学、华星国际影城、银泰中心、东方广场、

康城花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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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挤塑板泡沫隔热砖： 
(1)300MM*300MM*40MM: 
 
•  泡沫隔热砖系列的防水隔热机理：   
该产品隔热层采用了聚苯乙烯挤塑板，材料的导热系数为  0.028  ~  0.03  W/m.K,  
是普通溷凝土材料导热系数的三十二至二十二分之一 
泡沫隔热砖系列产品的性能特点   
容重：  38  ~  48  Kg/M2   
强度：  抗折强度  ≥  2.5  Mpa  抗压强度≥  20  Mpa  （隔热砖完全满足天面上人
的 设 计 要 求 )                                                                                                                                       
导热系数：  ≤  0.028  ~  0.042  W/m.K  (产品主材聚苯乙烯挤塑板,健康环保,是
隔热保温材料的最佳选择)   
吸水率：  ≤  7.1%   
耐久性：  产品材料百年不降解风化、耐化学腐蚀。   
防水性：  产品自防水，采用防水粘合剂填缝，可达到国家Ⅱ级防水要求。   
安装：  灵活方便，减少屋面隔热防水施工层次。 
建筑适应性：容重小，对地基承载力小，能降低综合造价。   
建筑节能性：据<<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编制组专题报告之六实验数据，
采用 25mm 厚聚苯乙稀泡沫塑料作为保温材料，外表面再加上 30mm  水泥砂浆铺设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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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在室温同为 27℃空调状况下，屋面日平均热流基本在架空大阶砖屋面的一半左右，每
平方米日节省空调电能 0.135度,节能效果非常明显。   
•  泡沫隔热砖系列产品的用途：   该产品隔热性能优良，用于建筑物天面、内外墙面、
坡顶建筑内外屋面的隔热保温工程，夏天能有效阻止太阳的热辐射，冬天能防止室内热量外

传，改善顶层和建筑物室内的工作居住环境，节省空调所耗费用，使顶层楼室内变得冬暖夏

凉。使用该材料后，通常在盛夏炎热时，屋面内外表面温差最大达 20℃以上，凡使用过该
产品的用户都能感受到明显的隔热和节省空调电能的效果。由于楼面附有这种抗折抗压隔热

防水性能优越的隔热保护层，楼板避免了因太阳暴晒而产生裂缝。 
•  300*300*40MM隔热砖规格及施工方法：   (1)係採用隔热效果特佳，热传导係数
最低的聚苯乙烯(挤塑板)予高压水泥砖加压贴接而成的最理想屋顶隔热砖。(2)  规    格:   
厚    度:  40mm   宽    度:  300mm*300mm  半包 230mm*230mm*20mm
聚苯乙烯挤塑板(3)施工法:屋面防水层施工完成后，依建筑师或工地工程师指示舖设。使用
1:3水泥砂浆填实贴接，随屋面洩水坡度排列整齐，尽量避免凹凸不平及积水现象。隔热砖
舖 设 每 块 间 距 约 为 1.5cm 左 右 ， 抹 缝 处 理 并 依 屋 顶 落 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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