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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负责起草单位：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材绿建（北京）建筑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格亚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加起草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君旺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京巢源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福清市景士兰涂料有限公司

湖北卓宝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丰德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吴江金茂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保定众力达保温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中盛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普莱斯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信泰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耐睿特实业有限公司

青岛科瑞新型环保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美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润东聚苯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华信九州节能科技（玉田）有限公司

营口天瑞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金隅节能保温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零能昊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宏森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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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创绿建保温新材料（哈尔滨）有限公司

佳木斯市宏达泡沫塑料厂

涞水县双威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敬雨众申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保定未来屋被动式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旭锐新材有限公司

涿州世纪辉腾工贸有限公司

辽宁盛铎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中英海绿色建筑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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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零能耗建筑用产品评价 保温系统材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保温系统材料近零能耗建筑用产品评价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要求、评价要求和评

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岩棉制品、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EPS）、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XPS）、硬

泡聚氨酯泡沫塑料、真空绝热板、保温装饰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

统等保温系统材料的近零能耗建筑用产品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1549 纤维玻璃化学分析方法

GB/T 5486 无机硬质绝热制品试验方法

GB 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T 10801.1 绝热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

GB/T 10801.2 绝热用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XPS）
GB/T 13475 绝热 稳态传热性质的测定 标定和防护热箱法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19686 建筑用岩棉绝热制品

GB/T 21558 建筑绝热用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5975 建筑外墙外保温用岩棉制品

GB/T 29906-2013 模塑聚苯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

GB/T 30595-2014 挤塑聚苯板（XPS）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

GB/T 30807 建筑用绝热制品 浸泡法测定长期吸水性

GB/T 30808 建筑用绝热制品 湿热条件下垂直于表面的抗拉强度保持率的测定

GB/T 32991 矿物棉绝热材料密度均匀性试验方法

GB/T 51350 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

JC/T 1024 墙体饰面砂浆

JGJ 144 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准

JG/T 287-2013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

JG/T 416-2017 建筑用真空绝热板应用技术规程

JG/T 420-2013 硬质聚氨酯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

JG/T 438 建筑用真空绝热板

JG/T 483-2015 岩棉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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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近零能耗建筑 nearly zero energy building

适应气候特征和场地条件，通过被动式建筑设计最大幅度降低建筑供暖、空调、照明需求，通

过主动技术措施最大幅度提高能源设备与系统效率，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以最少的能源消耗提供

舒适室内环境，且其室内环境参数和能效指标符合《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 51350-2019规定的

建筑，其建筑能耗水平应较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2015和行业标准《严寒和

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26-2010、《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134-2016、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2012降低60%-75%以上。

3.2 保温系统材料 heat insulating system material

用于提高建筑围护结构保温性能的建筑材料和产品，包括有机保温、无机保温建筑材料。

3.3 SMXT复合保温板 SMXT composite thermal insulation board

以憎水珍珠岩、硅酸铝等混合矿物纤维和矿物颗粒材料、无机胶凝材料等原材料为覆面层，以

金属高阻膜包裹无机粉体混合干料、气凝胶、无机矿物纤维等轻质材料为保温芯材，经制浆缩压工

艺后复合而成的板状高效保温隔热材料，简称“SMXT保温板”。

4 一般要求

4.1 保温系统材料基本性能应符合 GB/T 10801.1、GB/T 10801.2、GB/T 19686、GB/T 25975、GB/T

21558、GB/T 29906、GB/T 30595、JG/T 416、JG/T 420、JG/T 438、JG/T 483 和 JG/T 287

等相应的现行国家、行业标准要求。

4.1 生产企业应按照 GB/T 19001 和 GB/T 24001 要求分别建立并运行质量管理体系和环境管理体

系。

5 评价要求

5.1保温系统材料评价要求

5.1.1岩棉制品的评价要求见表 1。

表 1 岩棉制品评价要求

指标 单位 基准值 检测依据

导热系数

（平均温度

25℃）

外墙外保温用岩棉板

W/（m·K）

≤0.040

GB/T 19686或

GB/T 25975

屋面用岩棉板 ≤0.038

幕墙、钢结构、内保温用岩棉板 ≤0.035

岩棉条 ≤0.046

外墙板

垂直于表面抗拉强度 kPa ≥10 GB/T 25975

垂直于表面抗拉强度保留率 % ≥50 GB/T 30808

长期吸水量(28d，部分浸入) kg/m2 ≤0.4 GB/T 3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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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面板 压缩强度 kPa ≥80 GB/T 19686或

GB/T 25975

所有产品

酸度系数 —— ≥2.0

氧化钾加氧化钠含量 % ≤4.0 GB/T 1549

纤维平均直径 μm ≤5.0 GB/T19686

密度均匀性 % ≤10 GB/T 32991

5.1.2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EPS）板的评价要求见表 2。

表 2 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EPS）板评价要求

指标 单位 基准值 检测依据

导热系数（平均温度 25℃） W/（m·K） ≤0.032

GB/T 10801.1
表观密度 kg/m3 18～22

熔结性能 a
弯曲断裂荷载 N ≥25

弯曲变形 mm ≥20

燃烧性能 —— B1级 GB 8624

a：弯曲断裂荷载和弯曲变形只要有一项满足要求即可。

5.1.2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XPS）的评价要求见表 2。

表 2 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XPS）评价要求

指标 单位 基准值 检测依据

吸水率
带表皮

%
≤0.5

GB/T

10801.2

不带表皮 ≤1.0

导热系数（平均

温度 25℃）

普通挤塑板
带表皮

W/（m·K）

≤0.030

不带表皮 ≤0.032

石墨挤塑板
带表皮 ≤0.024

不带表皮 ≤0.026

燃烧性能 —— B1级 GB 8624

5.1.3硬质聚氨酯板的评价要求见表 3。

表 3 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评价要求

指标 单位 基准值 检测依据

导热系数（平均温度 23℃） W/（m·K） ≤0.022

GB/T 21558
芯密度 kg/m3 ≥30

压缩强度 kPa ≥280

吸水率 % ≤3

燃烧性能 —— B1级 GB 8624

5.1.4真空绝热板的评价要求见表 4。

表 4 真空绝热板评价要求

指标 单位 基准值 检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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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热系数 W/（m·K） ≤0.006

JG/T438

穿刺强度 N ≥18

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 kPa ≥80

尺寸稳定性
长度、宽度

%
≤0.20

厚度 ≤1.5

表面吸水量 g/m2 ≤100

穿刺后垂直于板面方向的膨胀率 % ≤10

耐久性（30次循环）
导热系数 W/（m·K） ≤0.006

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 kPa ≥80

燃烧性能 —— A级（A2级） GB 8624

5.1.5 SMXT保温板的评价要求见表 5。

表 5 SMXT 保温板评价要求

指标 单位 基准值 检测依据

热阻 (㎡・ k)/w ≥2.5 GB/T 13475

当量导热系数 W/（m·K） ≤0.012

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 MPa ≥0.10 JGJ 144

抗压强度 MPa ≥0.35 GB/T 5486

燃烧性能 —— A级 GB 8624

5.1.6保温装饰板的评价要求见表 6。

保温芯材性能应符合表 1-表 5的要求。

表 6 保温装饰板评价要求

指标 单位
基准值

检测依据
Ⅰ型 Ⅱ型

单位面积质量 Kg/m2 ＜18 ＜28

JG/T 287

拉伸粘接强度

原强度

MPa

≥0.10，破坏发生在

保温材料中

≥0.15，破坏发生在

保温材料中

耐水强度 ≥0.10 ≥0.15

耐冻融强度 ≥0.10 ≥0.15

导热系数 —— 同芯材保温材料要求

燃烧性能 —— 同芯材保温材料要求

饰面层 涂料

耐酸性，48h —— 无异常

耐碱性，96h —— 无异常

耐盐雾，500h —— 无损伤

耐老化，2000h —— 合格

耐沾污性 1 % ≤10

附着力 1 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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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面砂浆

抗泛碱性 —— 无可见泛碱，不掉粉

JC/T 1024
耐沾污性（白色或

浅色），立体状
级 ≤2

耐候性（750h） 级 ≤1

注：1.耐沾污性、附着力仅限平涂饰面

5.2保温系统评价要求

5.2.1 保温系统材料应符合 5.1要求。

5.2.2保温系统评价要求。

模塑聚苯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应符合 GB/T 29906-2013中 5.1的要求；岩棉薄抹灰外墙外保

温系统应符合 JG/T 483-2015 中 5.1 的要求；挤塑聚苯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应符合 GB/T
30595-2014中 5.1的要求；硬泡聚氨酯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应符合 JG/T 420-2013中 5.1的要求；

真空绝热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应符合 JGJ/T 416-2017中 5.0.1的要求；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

统评价要求应符合 JGT 287-2013中 5.2的要求；SMXT保温板系统性能要求应符合 T/SDCT 003-2019
中 4.1的要求；。

5.2.3保温系统传热系数

表 7 保温系统传热系数评价要求

指标 单位 基准值 检测依据

传热系数

严寒地区

W/

（m2·K）

0.10～0.15

GB/T 51350

寒冷地区 0.10～0.20

夏热冬冷地区 0.15～0.35

夏热冬暖地区 0.25～0.40

温和地区 0.20～0.40

6 评价方法

6.1 生产企业应按第 4章的规定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6.2 岩棉制品导热系数、垂直于表面抗拉强度、压缩强度、酸度系数按 GB/T 25975的规定进行，垂

直于表面抗拉强度保留率按 GB/T 30808的规定进行，放置 28天，长期吸水量(28d，部分浸入)按 GB/T
30807的规定进行，氧化钾加氧化钠含量按 GB/T35608的规定进行，纤维平均直径按 GB/T 19686的
规定进行，密度均匀性按 GB/T 32991的规定进行，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EPS）板按 GB/T 10801.1
的规定进行，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EPS）板按 GB/T 10801.2的规定进行，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

按 GB/T 21558的规定进行，真空绝热板按 JG/T438的规定进行，保温装饰板和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

温系统按 JG/T 287的规定进行，模塑聚苯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应按 GB/T 29906-2013 的规定进

行；岩棉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按 JG/T 483-2015 的规定进行；挤塑聚苯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

按 GB/T 30595-2014 的规定进行；硬泡聚氨酯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按 JG/T 420-2013 中 5.1 的规

定进行；真空绝热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按 JGJ/T 416-2017 的规定进行；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

系统按 JGT 287-2013 中 5.2 的规定进行；SMXT 保温板系统按 T/SDCT 003-2019 中 4.1 的规定进行；

传热系数按 GB/T 51350的规定进行，燃烧性能按 GB/T 8624的规定进行。

6.3采用指标符合性评价的方法。近零能耗建筑用产品应同时满足一般规定和评价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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