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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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成都硕屋科技有限公司、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北京艾科诺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上海双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都亚恩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成都益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中国

成达工程有限公司、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东北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福建电力勘测设计院、福建省林业勘察设计院、

重庆钢铁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济南城投设计有限公司、煤炭工业合肥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山东

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山东鼎超热电设计有限公司、 中机第一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徽

英特力工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山西亚鑫新能科技有限公司、武汉武锅能源工程有限公司、河南省众慧

电力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山东齐鲁石化工程有限公司、惠生工程（中国）有限公司、中国轻工业广

州工程有限公司、国药集团重庆医药设计院有限公司、中海油石化工程有限公司、山东省热电设计院、

重庆川维石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洛阳

瑞泽石化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河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辽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大庆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石化分公司、天津渤化工程有限公司、内

蒙古通威高纯晶硅有限公司、济南石油化工设计院、吉林省石油化工设计研究院、华电郑州机械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北京绿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广东省

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德东、杜林海、王金富、姜万军、李采临、杨冬伟、王国辉、宋明昭、胡先

林、李刚、吴礼学、叶雅琴、孙继学、熊冰峰、伍青松、阳东升、范宝仁、赵雷、罗希、张立波、亢磊、

王君杰、董江涛、艾旭、王波、崔强、谭文胜、项敏、王红波、刘兴然、张华、谢洪松、吕新哲、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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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和标记、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及建筑用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其他类型的纳米绝热毡也可参考采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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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4132 绝热材料及其术语

GB/T5480 矿物棉及其制品试验方法

GB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T10294 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 防护热板法

GB/T10295 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 热流计法

GB/T10299 绝热材料憎水性试验方法

GB/T11835 绝热用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

GB/T13480 建筑用绝热制品 压缩性能的测定

GB/T17393 覆盖奥氏体不锈钢用绝热材料规范

GB/T17430 绝热材料最高使用温度的评估方法

GB/T17911 耐火材料 陶瓷纤维制品试验方法

GB/T34336 纳米孔气凝胶复合绝热制品

3 术语和定义

GB/T 4132和GB/T 548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纳米孔材料

通过溶胶凝胶干燥法、烟气法等生产方式,获得的一种纳米级多孔固态轻质粉末材料。

3.2 铝镁质纤维

通过精选氧化硅、氧化镁、氧化铝、氧化钛等金属氧化物，经合理配比，高温熔融纺丝而得到的高

性能连续纤维。



T/CPCIF xxxx—2022

2

3.3 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

采用固相流态化复合工艺，通过气流把铝镁质纤维和纳米孔材料粉末混合，而形成的纳米多孔复合

绝热毡。

3.4 压缩回弹率

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的厚度在一定压强下维持一段时间后的复原能力,用卸载后的恢复厚度与

标称厚度之比表示。

3.5 振动质量损失率

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在振动和摩擦情况下质量损失情况,用振筛前后试样的质量损失率表示。

3.6 耐水煮性能

在沸水中浸泡 96 小时，烘干，测试材料的质量变化，导热系数变化。

4 产品分类与标记

4.1 分类

产品按分类温度分为以下四类:

——Ⅰ型,分类温度450 ℃;

——Ⅱ型,分类温度650 ℃;

——Ⅲ型,分类温度750 ℃;

——Ⅳ型,由厂家标称分类温度,大于750 ℃。

注：长期使用温度一般比分类温度低50-100℃。

产品按导热系数分为 A 类、B 类、S类

4.2 标记

产品标记由:产品名称、产品技术特征和本标准号三部分组成。 技术特征包括:

分类温度类型:Ⅰ、Ⅱ、Ⅲ、Ⅳ,其中Ⅳ型后应列出具体分类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导热系数类型:A、B 和S;

标称体积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标称尺寸:长度×宽度×厚度,单位为毫米(mm);

标称燃烧性能等级,依据 GB8624—2012的规定;

其他标记,放在燃烧等级后,如耐水性等。

示例1:

标称体积密度为120kg/m3 ，长度、宽度和厚度分别为25000mm、1000mm、10mm，燃烧等级为 A1的

Ⅲ 型 A类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标记为:

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ⅢA 120-25000×1000×10A1 T/CPCIF ×××××—××××。

示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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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称体积密度为120kg/m3 ，长度、宽度和厚度分别为25000mm、1000mm、6mm，燃烧等级为A1级的

Ⅱ型B类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标记为:

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ⅡB 120-25000×1000×6A1 T/CPCIF ×××××—××××。

5 要求

5.1 通用要求

5.1.1导热系数要求

导热系数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 1 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的导热系数要求

5.1.2 其它技术要求

表2 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性能要求

序号 项目 测试标准 要求

1 最高使用温度（℃） GB/T17430 750/650/450

2 燃烧性能 GB/T8624 不燃 A1 级

3 压缩回弹性（%） GB/T17911 ≧85

4 抗拉强度（KPa） GB/T17911 ≧70

5 压缩强度（10%压缩变形，KPa） GB/T13480 ≧1.5

6 振动质量损失率（%） GB/T34336 ≦0.5

7 密度(kg/m
3
) GB/T34336 120±20

8 耐水煮性能 100℃，96h 导热系数增加≦1%

9 氟离子、氯离子含量 JC/T618 GB/T17393 满足 GB/T17393 要求

10 ROHS 测试 ROHS 指令 通过

11 加热永久线变化 GB/T17911 ≧-5.0%

5.2 外观

表面应平整，不得有妨碍使用的伤痕、污迹、破损。

5.3 尺寸及允许偏差

毡的尺寸及允许偏差应符合表3的规定。

分类温度类型

导热系数 W/(m·K)

平均温度25 ℃ 平均温度300 ℃ 平均温度500 ℃

Ⅰ A类≤0.031

B类≤0.028

S类≤0.023

A类≤0.069

B类≤0.058

S类≤0.042

\

Ⅱ \

Ⅲ \

Ⅳ ≤0.033 \ ≤0.12

注:“\”表示不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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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尺寸及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项目 规格 允许偏差

长度 —— 不允许负偏差

宽度 ——
+5

-3

厚度δ

δ＜6
+2.0

不允许负偏差

6≤δ＜10
+2.0

-1.0

δ≥10
+3.0

-1.0

6 试验方法

6.1 状态调节

在（23±5）℃，（50±10）%相对湿度的环境下放置不少于24h。

6.2 外观

在光照明亮的条件下进行目测观察。

6.3 尺寸

按GB/T34336的规定。

6.4 导热系数

按GB/T 10294或GB/T 10295的规定，按实测厚度进行测试，以GB/T 10294为仲裁方法。测试时冷热

板温差不超过30℃。

6.5 最高使用温度

按GB/T17430的规定。

6.6 燃烧性能

按GB/T8624的规定。

6.7 压缩回弹率

按GB/T17911的规定。

6.8 抗拉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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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GB/T 17911的规定。

6.9 抗压强度

按 GB/T 13480 的规定。

6.10 震动质量损失率

按GB/T 34336的规定。

6.11 密度

按GB/T34336的规定。

6.12 耐水煮性能

在沸水中浸泡96小时后烘干，测试导热系数的变化。

6.13 离子含量

按JC/T618和 GB/T17393的规定。

6.14 RHOS 测试

按RHOS指令。

6.15 加热永久线变化

按 GB/T17911第7章的规定，试验温度为4.1规定的分类温度,加热方法使用慢热法,保温时间24h。

7 检验规则

7.1出厂检验

产品出厂时，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为：外观、尺寸、体积密度、导热系数（25℃）。

7.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是指为考核产品质量而对标准中规定的技术要求进行的全项检验。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

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原材料，工艺有较大的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

d) 产品停产 1 个月后，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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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组批

以同一原料，同一生产工艺，同一品种，稳定连续生产的产品为一个检查批，但最多不超过1000m3。

7.4 抽样

所有的单位产品被认为是质量相同的，样本可以由一个或多个单位产品构成，单位产品应从检查批

中随机抽取。抽样数量应能满足测试需求，卷状产品随机抽取一卷或在该卷上裁取不少于2m长一块，块

状产品随机抽取不少于三块。

7.5 判定规则

7.5.1 所有的性能应看作独立的，以测定结果的修约值进行判定。

7.5.2 批质量判定规则：所有指标均符合标准要求判该批产品合格，否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8 标志和标签

在标志、标签或使用说明书上应标明：

a) 标记，按 4.2 条的规定；

b) 生产企业名称、详细地址；

c) 生产日期或批号；

d) 标志符号按 GB/T 191 规定；

e) 注明指导安全使用的警语或图示。例如：使用本产品，最高使用温度应小于×××℃；

f) 包装单元中产品的数量。

标志文字及图案应醒目清晰，易于识别，且具有一定的耐久性。

9 包装、运输、贮存

9.1 包装

包装材料应具有防潮性能，每一包装中应放入同一规格的产品，特殊包装由供需双方商定。

9.2 运输

产品运输工具应具备干燥防雨措施、搬运时应轻拿轻放，避免受重压。

9.3 贮存

产品应在干燥、通风、防雨、远离火源、热源和化学溶剂的条件下贮存。应按品种、规格分别堆放，

避免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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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
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下发的《关于征集 2021年第一批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团体标

准计划项目的通知》，《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团体标准被列入 2021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团体标准制定计划项目。

根据中国绝热节能材料协会统计，2019年1-9月的全国绝热节能材料产量为693万吨。前瞻产业研究

院预测，2022年我国保温材料行业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750亿元。随着我国30/60双碳目标的提出，节能

降耗作为“碳达峰、碳中和”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绝热节能材料必将得到大力发展。

保温材料大致包括有机泡沫绝热材料（如聚氨酯、橡塑、聚乙烯泡沫）、石棉类绝热材料、岩矿棉

类绝热材料、普通玻璃棉类绝热材料和硅酸铝纤维类绝热材料等，这些传统绝热材料虽然目前在大量使

用，但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已无法满足我国高质量生活发展有需要，更多低导热、复合型、环保

型绝热材料逐渐受到市场的关注和开发利用。

随着纳米技术的不断发展，纳米绝热材料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近年发展起来的纳米气凝胶绝热

材料具有导热系数低，小于0.023（W/m.K,25℃),无机不燃等优点， 但容重≧200Kg/m3,不易于施工；生

产过程使用大量有机溶剂、施工现场易掉粉，不环保；生产成本高，性价比低，不利于市场推广。

因此，迫切需要开发一种既能克服传统保温材料的缺点，又有非常优异的隔热性能，价格适中，能

效费用比高的产品，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应运而生。

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具有耐高温、低导热系数、耐辐射、不燃烧、低VOCS、施工简便等特性，

不含石棉、重金属等违禁物质，对环境和动植物没有危害，与传统材料相比有着巨大的优势，因此对于

节能减排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铝镁质纤维纳米孔保温材料已经大规模应用于工业设备和管道的隔热保

温，极大地降低了设备和管道的热量损失，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的先进材料中的3.4.4.4隔热隔音材料制

造，行业代码3034（隔热和隔声材料制造）；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铝镁质纤维纳米

孔绝热毡属于鼓励类十二类建材中的气凝胶节能材料和A级不燃保温材料制品。

为规范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的生产和使用，保证产品质量，急需制定产品标准，以适应更大大

规模的应用，并推动绝热材料的升级换代。

（二）标准编制过程

2021年6月通过石化联合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立项。

2021年7月收到中石化联质发（2021）181号文件《关于印发2021年第一批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

合会团体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

2021年8月–9月，由成都硕屋科技有限公司牵头、联合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和设计

院，开始成立标准编制工作小组，明确工作职责、制定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编制工作小组开展查阅有

关文献、资料和调研，编写具体工作方案。

2021 年 9 月- 11 月，根据工作方案，起草小组开展了大量的资料、样品收集和实验验证工作，开

展了精密度和准确性试验。



2

2021 年 11 月-12月，编写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三）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

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成都硕屋科技有限公司

参加起草单位：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北京艾科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双铸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成都亚恩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成都益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东华工

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东北大学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福建电力勘测设计院、福建省林业勘察设计院、重庆钢铁集团设计院有限

公司、济南城投设计有限公司、煤炭工业合肥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山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山东鼎超热电设计有限公司、 中机第一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徽英特力工业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山西亚鑫新能科技有限公司、武汉武锅能源工程有限公司、河南省众慧电力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齐鲁石化工程有限公司、惠生工程（中国）有限公司、中国轻工业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国药集团重

庆医药设计院有限公司、中海油石化工程有限公司、山东省热电设计院、重庆川维石化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洛阳瑞泽石化工程有限公司、上海

河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辽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大庆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中

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石化分公司、天津渤化工程有限公司、内蒙古通威高纯晶硅有限公司、

济南石油化工设计院、吉林省石油化工设计研究院、华电郑州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绿伞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标准主要起草人：陈德东、杜林海、王金富、姜万军、李采临、杨冬伟、王国辉、宋明昭、胡先林、

李刚、吴礼学、叶雅琴、孙继学、熊冰峰、伍青松、阳东升、范宝仁、赵雷、罗希、张立波、亢磊、王

君杰、董江涛、艾旭、王波、崔强、谭文胜、项敏、王红波、刘兴然、张华、谢洪松、吕新哲、王达、

易祖耀、周鹏、刘龙鑫、史晓蕾、吴刚、陈林养、唐建川、何家俊、吴广增、张延国、罗振勇、白英伟、

杨影、黎娜、霍猛、伍建刚、唐时健、郭英姿、姬锋军、杨明刚、张京立、张心阳、刘宁、马金玲、赵

丽志、孙绍微、刘作磊、李生廷、武永斌、宗荣超、杨培明、赵凯锋、刘勇、商永强、刘亚伟、于海飞、

李小龙。

（四）起草工作组分工

成都硕屋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负责牵头标准起草、资料查询及收集、编制说明编写、组织和协调等工

作。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北京艾科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双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都亚

恩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成都益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东北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

国电建集团福建电力勘测设计院、福建省林业勘察设计院、重庆钢铁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济南城投设

计有限公司、煤炭工业合肥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山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山东鼎超

热电设计有限公司、 中机第一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徽英特力工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山西亚鑫新能

科技有限公司、武汉武锅能源工程有限公司、河南省众慧电力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山东齐鲁石化工

程有限公司、惠生工程（中国）有限公司、中国轻工业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国药集团重庆医药设计院有

限公司、中海油石化工程有限公司、山东省热电设计院、重庆川维石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沈阳铝镁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洛阳瑞泽石化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河图工程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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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辽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大庆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

份有限公司大庆石化分公司、天津渤化工程有限公司、内蒙古通威高纯晶硅有限公司、济南石油化工设

计院、吉林省石油化工设计研究院、华电郑州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绿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参与标准起草、资

料查询、异议讨论处理。

二、标准编制的主要原则和依据

（一）国内依据

根据国家《中国制造 2025》行动纲要提出的“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基本方

针，参照我国纳米绝热材料行业已有的国标和企标，制定满足工业设备、管道以及建筑绝热需求的铝镁

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团体标准。

本标准的制定工作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

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按照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

规则编写。本标准主要采用自主研制标准，借鉴了实际生产过程中的相关工艺指标，并把相关要求纳入

了本标准中。使标准内容及指标更加符合实际运用。

本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4132 绝热材料及其术语

GB/T5480 矿物棉及其制品试验方法

GB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T10294 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 防护热板法

GB/T10295 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 热流计法

GB/T10299 绝热材料憎水性试验方法

GB/T11835 绝热用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

GB/T13480 建筑用绝热制品 压缩性能的测定

GB/T17393 覆盖奥氏体不锈钢用绝热材料规范

GB/T17430 绝热材料最高使用温度的评估方法

GB/T17911 耐火材料 陶瓷纤维制品试验方法

GB/T34336 纳米孔气凝胶复合绝热制品

（二）国外依据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标准。

三、标准的主要内容

（一）指标项目

本标准为了满足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在工业设备及管道上的使用要求，在参考各种绝热材料的

国家/行业标准、国内生产企业的企业标准以及其他相关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国内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

毡行业生产工艺特点，设立了导热系数、最高使用温度、燃烧性能、压缩回弹率、拉伸强度、压缩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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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质量损失率、密度、耐水煮性能、氟氯离子含量、ROHS测试、加热永久线变化、外观、尺寸共 14

个技术指标。标准优化了导热系数、最高使用温度、密度范围要求；新增了耐水煮性能、ROHS测试共 2

个指标项目。

1、导热系数要求

导热系数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的导热系数要求

2、其它技术要求

表2 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性能要求

序号 项目 测试标准 要求

1 最高使用温度（℃） GB/T17430 750/650/450

2 燃烧性能 GB/T8624 不燃A1级

3 压缩回弹性（%） GB/T17911 ≧85

4 抗拉强度（KPa） GB/T17911 ≧70

5 压缩强度（10%压缩变形，KPa） GB/T13480 ≧1.5

6 振动质量损失率（%） GB/T34336 ≦0.5

7 密度(kg/m3) GB/T34336 120±20

8 耐水煮性能 100℃，96h 导热系数增加≦1%

9 氟离子、氯离子含量 JC/T618 GB/T17393 满足GB/T17393要求

10 ROHS测试 ROHS指令 通过

11 加热永久线变化 GB/T17911 ≧-5.0%

3、外观

表面应平整，不得有妨碍使用的伤痕、污迹、破损。

分类温度类型

导热系数 W/(m·K)

平均温度25 ℃ 平均温度300 ℃ 平均温度500 ℃

Ⅰ A类≤0.031

B类≤0.028

S类≤0.023

A类≤0.069

B类≤0.058

S类≤0.042

\

Ⅱ \

Ⅲ \

Ⅳ ≤0.033 \ ≤0.12

注:“\”表示不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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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尺寸及允许偏差

毡的尺寸及允许偏差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3 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尺寸及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项目 规格 允许偏差

长度 —— 不允许负偏差

宽度 ——
+5

-3

厚度δ

δ＜6
+2.0

不允许负偏差

6≤δ＜10
+2.0

-1.0

δ≥10
+3.0

-1.0

（二）指标参数的确定

导热系数

导热系数是各类绝热材料的关键指标，导热系数低，传热慢，相同保温厚度时保温效果好，达到相

同的保温效果时保温厚度小。总结各种绝热材料的导热系数发现，气凝胶绝热材料的导热系数≦0.023W/

（m.K,25℃）,而传统保温材料如硅酸铝纤维，玻璃棉、岩棉等的导热系数都≥0.035W/（m.K,25℃）。

导热系数在0.023-0.035W/（m.K,25℃）之间这个区域内没有合适的绝热材料，而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

热毡正好填补了这一区段的空白。

通过对大量的企业内部测试数据及第三方检测数据分析，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的导热系数都在

0.026-0.030W/（m.K,25℃）之间，结合工业设备及管道对绝热材料的要求以及目前铝镁质纤维纳米孔

绝热毡的实际工艺及生产情况，以及测量误差，确定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标准的导热系数≦0.031W/

（m.K,25℃）是合适的。

最高使用温度

石油炼油企业以及化工企业设备及管道的介质温度，400℃以内的占主要部分，400-600℃的比例也

不小，而600-700℃的只有极少一部分。将这些设备和管道的介质温度分类，最高使用温度分为三个梯

度，分别是450℃、650℃、750℃。最高使用温度段内的绝热材料，能分别满足这些设备和管道的不同

介质温度段的保温隔热需求。

燃烧性能

石油炼油企业以及化工企业设备及管道所处环境都带有一定的火灾危险性，如炼油企业的产品本身就

是易燃易爆物质，绝对不允许外护材料及绝热材料具有可燃性，因为这样会大大增加生产装置的火灾危

险，不燃A级材料是石油炼油企业以及化工企业这类企业生产环境所必须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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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回弹率

在使用、在施工及维修工程中、绝热材料会承受一定的重量或压力，绝热材料应该有较高的压缩回

弹率，根据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送第三方测试数据统计，压缩回弹率在87-96%之间，故确定标准的

压缩回弹率≥85%，这是非常高的，能够满足石油炼油企业以及化工企业设备及管道的保温隔热要求。

抗拉强度

抗拉强度对绝热材料的抗施工及外力破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绝热材料的拉伸强度≦50KPa，

在施工和使用过程中，绝热材料容易断裂，造成保温隔热失效，而且施工过程中就需要轻拿轻放，稍微

一用力，就会出现断裂现象，增加施工费用。70KPa的拉伸强度在实际保温隔热施工中效果良好，即使

经踩踏、揉搓、挤压等外力作用，绝热材料也不会破损，故确定标准的拉伸强度≥70KPa。

压缩强度

反映了绝热材料的抗压缩性能，在受到外力或防护层及自身重力作用下保证绝热材料的保温层厚度，

从而达到应有的保温隔热效果。1.5KPa以上的压缩强度表示每平方绝热材料上承受150公斤的力，绝热

材料压缩率不超过10%，能满足石油及化工设备及管道对绝热材料负荷的要求，能确保保温隔热工程质

量达到设计要求。

振动质量损失率

这个参数反映了绝热材料在施工和使用过程中的质量变化情况，质量损失小，粉尘少，施工中对工人

身体健康危害小，而且使用过程中绝热材料的质量保持好，保温隔热效果就几乎不下降。铝镁质纤维纳

米孔绝热毡振动质量损失率的第三方测试统计数据表明，该数值在0.1-0.2%，故采用≦0.5%作为标准值。

密度

密度对绝热材料的导热系数、强度、压缩回头率等有明显的影响，合适的密度能使绝热材料的综合

性能达到最佳状态，通过大量的时间证明，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的密度在120公斤/m3的情况下，导

热系数稳定，强度高，压缩回弹率高，且材料尺寸稳定。故确定120±20(kg/m3)为标准值。

耐水煮性能

绝热材料多数是在室外条件下使用，在施工和使用过程中难免会进入雨水，加上设备和管道内的高

温介质，就会形成水煮这样的应用环境，水煮后导热系数保持稳定是绝热材料抗风雨及水蒸气的关键性

能，这个指标不能过高，过高会造成因如外力破坏或高温介质产生的水蒸气不能外逸，使保温隔热层鼓

泡，导致保温隔热失效。

氟氯离子含量

氟、氯离子对金属具有明显的腐蚀性，控制氟、氯离子含量，能有效控制绝热材料对金属设备和管

道的腐蚀。

ROHS测试

ROHS指令在于控制绝热材料中的有害物质，避免绝热材料对人类、环境和其它动植物造成危害。

加热永久线变化

反映绝热材料在高温下的收缩情况，过高的加热永久线变化会造成绝热材料在高温使用环境下收缩，

出现明显的绝热材料间隙，造成热量流失，降低保温隔热效果。

外观和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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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绝热材料的稳定性和均匀性，有助于保证保温隔热工程质量的稳定性和均匀性。

（三）主要试验验证情况

导热系数采用GB/T10294规定的测试方法进行测试，测试分为企业内部自检和第三方外检，不同的

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测试数据也具有一定的差异。

1、导热系数企业内部检测数据统计

表 4 导热系数企业内部自检分析结果

1 2 3 4 5 平均值 绝对值之差

导 热 系 数

（W/m.K,25℃)

0.028 0.029 0.030 0.028 0.029 0.029 0.002

2、导热系数A检测机构检测数据统计

表 5 导热系数A检测机构检测分析结果

1 2 3 4 5 平均值 绝对值之差

导 热 系 数

（W/m.K,25℃)

0.028 0.026 0.031 0.027 0.030 0.0284 0.005

3、导热系数B检测机构检测数据统计

表 6 导热系数B检测机构检测分析结果

1 2 3 4 5 平均值 绝对值之差

导 热 系 数

（W/m.K,25℃)

0.028 0.026 0.027 0.027 0.026 0.0268 0.002

4、说明：导热系数的检测受测试设备、条件及操作人员的影响比较大，企业内部检测和第三方外检

之间有一定的偏差，不同的检测机构之间也不完全一致。检测机构A的测试数据波动大，检测机构B和企

业内部自检数据波动较小。检测机构B的平均检测数据的绝对值最小，企业内部自检的平均数据绝对值最

大。通过数据及波动范围统计，确定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的导热系数值≦0.031（W/m.K,25℃）。

（四）其它规定

出厂检验

产品出厂时，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为：外观、尺寸、体积密度、导热系数（25℃）。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是指为考核产品质量而对标准中规定的技术要求进行的全项检验。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

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原材料，工艺有较大的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

d) 产品停产 1 个月后，恢复生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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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组批

以同一原料，同一生产工艺，同一品种，稳定连续生产的产品为一个检查批，但最多不超过1000m3。

抽样

所有的单位产品被认为是质量相同的，样本可以由一个或多个单位产品构成，单位产品应从检查批

中随机抽取。抽样数量应能满足测试需求，卷状产品随机抽取一卷或在该卷上裁取不少于2m长一块，块

状产品随机抽取不少于三块。

判定规则

有的性能应看作独立的，以测定结果的修约值进行判定。

批质量判定规则：所有指标均符合标准要求判该批产品合格，否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标志

在标志、标签或使用说明书上应标明：

a) 标记，按 4.2 条的规定；

b) 生产企业名称、详细地址；

c) 生产日期或批号；

d) 标志符号按 GB/T 191 规定；

e) 注明指导安全使用的警语或图示。例如：使用本产品，最高使用温度应小于×××℃；

f) 包装单元中产品的数量。

标志文字及图案应醒目清晰，易于识别，且具有一定的耐久性。

包装、运输及贮存

包装

包装材料应具有防潮性能，每一包装中应放入同一规格的产品，特殊包装由供需双方商定。

运输

产品运输工具应具备干燥防雨措施、搬运时应轻拿轻放，避免受重压。

贮存

产品应在干燥、通风、防雨、远离火源、热源和化学溶剂的条件下贮存。应按品种、规格分别堆放，

避免重压。

四、标准中涉及的专利

本标准无涉及专利。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与国际、国内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相近的产品标准为GB/T34336-2017《纳米孔气凝胶复合绝热制品》，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的

技术和性能与GB/T34336有相近的地方，但又是完全不同的产品，技术指标和性能也有明显的区别。

GB/T4272-2008《设备及管道绝热技术通则》，GB/T8175-2008《设备及管道绝热设计导则》，

这两个标准中有对绝热材料进行了一般规定，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都能满足标准中的一般规定，所

以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的使用不需要对这两个标准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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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264-2013《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设计规范》和SH/T3010-2013《石油化工设备和管道绝

热工程设计规范》，对各种绝热材料进行了具体规定，收录了各种绝热材料的技术参数，在这两个标准

实施后的时间里，出现的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参数没有纳入到标准规范中，出于一致性考虑，为保

证标准的严谨性和适应性，需要对GB50264-2013《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设计规范》和SH/T3010-

2013《石油化工设备和管道绝热工程设计规范》做相应的修订，把最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数据及时

纳入该标准中。

目前，成都硕屋科技有限公司正在正在配合中石化广州（洛阳）工程有限公司，对SH/T3010-2013

《石油化工设备和管道绝热工程设计规范》进行修订，把最新的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数据及时纳入

该标准中。

成都硕屋科技有限公司已经配合中国化学成达工程公司启动了对GB50264-2013《工业设备及管道

绝热工程设计规范》的修订工作。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标准。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未产生重大分歧意见。

八、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建议团体标准《铝镁质纤维纳米孔绝热毡》作为推荐性标准颁布实施。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通过有关专家审查并发布实施后，建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加强对标准的宣贯力度，

强化对石油化工等使用绝热材料的生产单位进行宣传、贯彻，使之尽快掌握标准的作用和要点。可采用

集中学习、定期培训和派发资料的模式进行标准的宣传和培训。向所有从事绝热、节能、减排工作的相

关人员推荐执行本标准。

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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