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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装配式建筑发展的问题





STP真空绝热板

     以粉状和纤维状无机材料与吸气剂

为芯材，用复合阻气膜作包裹材料

，经抽真空、封装等工艺制成的建

筑保温用板状材料，简称STP板！

    有效地避免空气对流、热辐射、最

大程度降低热传导，导热系数

0.008w/m.k，A级防火，具有环

保和高效节能的特性，是目前世界

上最先进的高效保温材料。



 *主编国家、行业标准 
《建筑用真空绝热板》《建筑用真空绝热板应用技术规程》
*参编国家、行业标准
《建筑用结构保温复合墙板》《外墙保温复合板通用技术要求》《保温装饰板应用
技术导则》 《建筑节能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参编国际标准
真空绝热板国际标准ISO/AWI 16478《Vacuum insulated panels (VIPs)》的制定
*主编地方标准及技术导则明细
主编山东省《STP 真空绝热板建筑保温系统应用技术规程》 
*参编地方标准
《二氧化硅微粉真空隔热保温板建筑保温系统应用技术规程》 《真空绝热板建筑
保温系统应用技术规程》 《STP真空绝热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应用技术规程》 
《STP真空绝热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应用技术导则》
   



*企业标准明细
《自调温相变复合装饰保温系统》 《STP超薄绝热保温板》     
《STP超薄绝热板建筑保温系统》 《真空绝热板》             
《STP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外墙外保温系统》 《STP保温装饰一体化板》
*编辑地方标准图集
《STP超薄真空绝热板建筑保温系统》《STP（VIPB）真空绝热板外墙
外保温》《STP超薄绝热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克瑞克STP（VIP）真空
绝热板保温系统建筑构造》《STP超薄绝热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新
《STP超薄绝热板建筑保温系统构造》《二氧化硅微粉真空隔热保温板
建筑保温系统建筑构造》 《建筑产品选用技术》专项图集《科瑞STP
超薄绝热板建筑保温系统》
    根据不同地区建筑节能设计要求以及区域环境特点，编写了陕西
省、江苏省、辽宁省、华北地区、新疆自治区、上海市等13省（市）
技术导则或图集。



•“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绿色建筑与建筑工业化》重点专项

•4.1 建筑围护材料性能提升关键技术研究与
应用

•这一重大专项是围绕真空绝热板的技术与
应用展开的一系列研究

 主要技术指标：导热系数小于等于
0.0025W/(m · K），A级防火

            



Ø STP已广泛应用于外墙和屋面保温

Ø截至目前，已完成工程项目2000余个

Ø保温面积累计超过2000万平米

Ø工程主要分布在严寒地区、寒冷地区和夏热冬冷地区



已完工项目在各省区的分布图

工程应用项目分布统计



装配式建筑发展的瓶颈
与问题

发展瓶颈



存在问题

以上海地区测算结果为例：40%预制率夹心保温增量约350元/平方米，40%预

制率内保温增量约250元/平方米，预制率每增加10%约增加80元左右的成本。

成本分析

装配式建筑装配部分成本组成

（1）. 构件费

       含工厂加工、运输、成品保护至现场接收验   

       收完成的所有费用

       材料费（混凝土、钢筋、预埋件及其 他辅材）

       模具费  、人工费、养护、清洗费、

       包装运输费

       管理费、利润、税金

前四位分别是主材费、人工费、税金、模具费。

构件费：3000元~3500元/m3。

一、成本高



成本分析

（2）. 安装费  

含现场预制构件安装所需要的所有费用。一般属于总包费用内容

包括构件卸车、堆放、吊装、定位、安装、人工调整；预埋铁件

埋设；顶撑、斜撑安装、拆除；接缝处理、打胶及外墙清洗等

装卸费：卸车、堆放架

机械费：灌浆机、电焊机、切割机等小型机械设备费、塔吊、汽

车吊等台班费及进出场费

周转材料：斜撑、固定件、拉结件

人工费

耗材：灌浆料、密封胶、临时铁件等

安装费：1000元~1100元/m3。

存在问题



成本分析

保障房综合成本增量（与全现浇结构相比）：

测算结果：

40%预制率夹心保温增量约 350元/平方米

40%预制率内保温增量约   250元/平方米

预制率每增加10%约增加80元左右。

测算条件：
1.人工及材料价格按2015年6月信息价，性能满足沪建管联【2015】417号文要求；

2.按《上海市建筑和装饰工程预算定额》（土建2000定额）；

3.土建工程费率（125号文）：企业管理费和利润套用37%，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

施费套用3%，社会保险费29.41% ；

4.采用预制构件的项目外墙脚手架定额单价中材料系数60%，人工系数100% ；

5.预制构件价格采用多家征询的平均价。

总造价：构件费+安装费 3800元~4000元/m3。

存在问题



 

二、安全问题

存在问题

现有装配式建筑夹心保温板的连接件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1）拉结筋无标准、安全性能差
连接件鱼龙混杂质量不稳定，外页板存在脱落隐患，无法

达到国际行业标准的要求。目前全球只有3家企业获得国

际认证，德国的哈芬 美国的 Thermomass 两个商标的连

接器通过了DIBT 国际认证。

在无标准的情况下，必须采用通过认

证的产品才能保证工程质量和安

全！！！



2）防火性能差

夹心保温层为热塑性保温材料

XPS，由于节能标准的不断提高，

保温层厚度不断增加，发生火

灾时，如果其端面受到火焰攻

击，其立刻就会燃烧收缩，芯

层形成巨大的空腔，外页板在

长期风压的作用下会出现松动，

进而发生意想不到的危害。



3）门窗洞口处只能用混凝土连

接使冷热桥无法处理

危害：

1、门窗洞口处内墙结露；

2、节能很难达标。



4）诚信与道德缺失

的市场条件下造假非

常普遍和严重，对装

配式住宅的发展危害

巨大。



如 何 突 破？



突破思路

【STP砼装配式一体化技术体系】





优势分析

一、消除安全隐患

1、取消外页板，取消连接件

现用体系的效果图 STP体系的效果图

现有体系的夹心保温墙使
用的外页板结构层多，保
温层需要8-10CM的厚度，
外页板需要6CM以上的厚
度，墙体厚度20CM左右总
体达到34CM以上，面积
10-17平方米每块重达
1.5-2吨左右。
现有体系外页板与主体承
重墙的连接是关键

VS

STP装配式技术体系
的保温墙采用STP真
空绝热板厚度可以达
到1.5CM, 混凝土连
接1.5CM,墙体厚度
22CM，总体厚度 
25CM,自重轻.，仅
8～12Kg/m2

厚度：34cm 厚度：25cm



优势分析

2，A级防火材料 无安全隐患

传统装配式夹心保温层为发泡聚苯板（EPS)、
挤塑聚苯板(XPS)等材料，由于节能标准的提
高，对导热系数、防火等级方面提出更高的要
求。发生火灾时，保温层厚度端面受到火焰攻
击，保温材料立刻就会高温收缩，芯层形成巨
大的空腔，产生风压存在安全隐患。
STP真空绝热板属于A级不然材料，导热系数是
保温材料中最低的标准，因此是装配式预制建
筑夹心保温板唯一的产品。

现用体系的效果图 STP体系的效果图

VS

一、消除安全隐患



优势分析

1、节省材料：
混凝土的用量减少，钢筋的用量减少；取消了拉结筋和
外页板，节省了材料的成本

二、节省综合成本，提高效率

2、节省工具：

减少了模板的使用量

3、节省人工：
减少了劳动力



4、蒸氧箱利用率提高，减少耗能
5、堆放场地利用率提高
6、运输成本降低
7、吊装成本降低

VS

现用体系的效果图 STP体系的效果图



优势分析

三、墙体厚度减小，降低公摊面积，提高建筑使用率

STP（VIPB）真空绝热板高效保温，导热系数为

0.008w/(m.k),在寒冷地区15mm-20mm厚度即可满足75

节能要求，较其他保温材料大大降低。同时STP装配式

技术体系取消传统装配式三明治结构的外页板，使墙

体整体厚度大大降低，将提升建筑室内使用面积。

STP体系的效果图



现行装配式体系的厚度：

1、南方：20cm混凝土+5cm保温层+6cm外页板=31cm

2、北方： 20cm混凝土+10cm保温层+6cm外页板=36cm

STP装配式体系的厚度：

1、南方： 20cm混凝土+1cm保温层+1cm保护层=22cm

2、北方： 20cm混凝土+2cm保温层+1cm保护层=23cm

对比后的墙体厚度差异：

南方：31cm-22cm=9cm

北方：36cm-23cm=13cm

结论：使用STP装配式

建筑在南方墙体厚度减

少9cm，在北方墙体厚

度减少13cm，大大降

低公摊面积，提高建筑

使用率。



 
20cm预制混凝土墙

•  STP(VIPB)真空绝热板装配式混凝土
复合墙板

• （2016年11月下旬在芜湖工厂制作，
历时11天。复合层可采用STP真空绝
热板裸板或STP真空绝热装饰一体板。
采用反打技术将饰面层、保温层与
混凝土墙板合为整体）

2cmSTP保温板

门窗洞口处无冷桥



STP(VIPB)真空绝热板装配式混凝
土复合墙板组装房样板
此建筑物采用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墙板采用科瑞研发的STP(VIPB)真
空绝热板装配式混凝土复合墙板，
建筑面积30平方，整个建筑共使用
6面墙板，南侧墙体采用铝板保温
装饰一体板，北侧采用反打薄抹灰
一体板，西侧采用硅酸钙板保温装
饰一体板。



2016年11月16
日制作于上海
中建航建筑工
业发展有限公
司工厂，采用
反打技术将STP
真空绝热板与
混凝土墙板复
合成整体墙板。



优势分析

结论1：
   由于厚度减少可带来荷载低、模板费用

降低、蒸养利用率提高、堆放场地利用率提

高、运输成本降低、吊装成本降低，较其他

装配式建筑模式外墙每立方砼的综合成本可

节约300元以上，再加上政府的激励性政策，

使开发商、业主获得巨大的经济和使用效益。



结论2：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STP装配式技术体系较传

统装配式技术，在技术研究、材料应用、安全性、

可靠性、施工应用、建造成本等方面都具有压倒

性优势。由于传统装配式建造模式存在的种种问

题，为今天国内大规模快速推广造成了巨大困难

和阻碍。因此，在国家政策号召和市场需求的双

重选择下，STP装配式技术体系将成为未来装配

式建筑的最优方案，同时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装

配式建筑体系！



本项技术体系青岛科瑞集团已申请了多
项国家专利;

是这一技术体系的知识产权所有者。

公司企业标准经专家评审认证，近期即
将颁布！



   欢迎有志于国家装配式建筑发展的同仁联系我们。
 

                          协作共赢，共谋发展

   公司名称：青岛科瑞新型环保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39号世      
纪大厦29楼、30楼
   公司电话：400-670-8338
   公司网址：www.cncreek.cn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