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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规划：到“十二五”期末，建筑节能形成1.16亿吨标准煤

节能能力。……提高新建建筑能效水平，目标到2015年末，城镇新建建

筑能源利用效率与“十一五”期末相比，提高30%以上（即65%以

上）；北京、天津等特大城市执行更高水平的节能标准，新建建筑节能

水平达到或接近同等气候条件发达国家水平（75%以上）。

•“十三五”规划：十大目标中把新材料、新能源作为重心列入其中。

未来五年要让绿色发展的理念成为现实，让绿色嵌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之中，从而让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为全球生态助力。

背  景



◆ 门窗流失的能耗约占社会总能耗的20%以上，是建筑节能的大漏斗

◆ 门窗节能，是国家实现“全面提高建筑节能标准”这一发展目标的重中之重

能耗问题



上海2015年6月19日起
推行K值2.2门窗节能标准

三、新建民用建筑应满足以下相关   
       技术要求：

   
    1、建筑外门窗的传热系数K值应  

     不大于2.2（ W/m2.K），门 
     窗气密性能分级不低于6级；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4.0.5  不同朝向窗墙比的外窗，其传热系
数应符合表4.0.5-2的规定。

    表4.0.5-2窗墙比的外窗传热系数指标

单一立面窗墙比 传热系数K〔W/(m2·K〕

窗墙比≤0.40 ≤2.2

0.40 ≤窗墙≤0.50 ≤2.0

窗墙比＞0.50 ≤1.8

上海2016年5月1日起执行
DGJ08-202-2015《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4.0.12  建筑物外窗及阳台门的气密

性等级，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

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GB/T7106-

2008规定的6级：      

         1.0＜q1≤1.5m3/(m·h),

         3.0＜q2≤4.5m3/(m2·h)

4.0.5  当窗墙比不符合4.0.5-1的规

定，或者外窗的传热系数不满足表

4.0.5-2的规定，则必须按照第5章的

要求进行建筑维护结构热工性能综合

指标权衡判断。

5  维护结构热工性能综合判断

5.0.2  设计建筑的维护结构应满足下列

指标，方可进行综合判断计算：

3 外窗传热系数不应大于

                          2.2W/(m2·K)。

上海2016年5月1日起执行
DGJ08-202-2015《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3.2  建筑设计

3.2.6  外窗气密性等级不应低于：

q1〔m3/(m·h〕≤1.5

q2〔m3/(m2·h〕≤4.5

3.5  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

3 外窗传热系数不应大于

                                 2.2W/(m2·K)；

单一立面窗墙比＞0.7时，

外窗传热系数不应大于

                                  1.8W/(m2·K)

上海2016年5月1日起执行
DGJ08-107-2015《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2015年5月1日起执行
GB 50016-2014《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5.5.32  建筑高度大于54m的住宅建筑，
每户应有一间房间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靠外墙设置，并应设置可开启外窗；

2  内、外墙体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1.00h，该房间的门宜采用乙级防火门，
外窗宜采用耐火完整性不低于1.00h的
防火窗。

6.7.7  除本规范6.7.3条规定的情况外，
当建筑的外墙外保温系统按本规范地6.7
节规定采用燃烧性能为B1、B2级保温材
料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除采用B1级保温材料且建筑高度不大
于24m的公共建筑或采用B1级保温材料
且建筑高度不大于27m的住宅建筑外，
建筑外墙上门、窗的耐火完整性不应低
于0.50h。



国内外门窗行业现状

• 铝合金/断热铝合金

• 塑料/塑钢/铝木



目前门窗型材发展趋势

断桥铝合金型材断面 塑钢型材断面 不饱和聚酯型材断面

PVC/聚氨酯复合材料型材断面 聚氨酯/玻璃纤维拉挤型材断面



目前系统门窗的状况

◆  欧洲使用K值2.0W/m2·K以下的高档节能门窗比例达门窗总量的 67%

◆  我国节能门窗仅占窗户总量的0.4%

◆  北京2014年的建筑门窗标准K值1.8W/m2·K相当于1995年德国的标准，

     而德国2013年起已将整窗传热系数降为U值0.8W/m2·K（0.8≤1.0K值）

数据来源：《2013-2017年中国金属门窗行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分析报告》等



地区 整窗传热系数（K值）

北京、天津地区 K值≤2.0、1.8、1.5 

内蒙古自治区 K值≤2.2、2.0、1.8、1.5 

东北地区 K值≤2.2、2.0、1.8、1.5 

江苏省 K值≤2.4、2.0 

上海、浙江省 K值≤2.2

中国部分地区整窗传热系数（K值）一览表

背景：

我国严寒和寒冷地区面积占全国的70%,建筑面积占50%左右。该地区气候寒冷,采暖
期长，每年都要消耗大量的采暖能耗。

因此，迫切需要以建筑设计节能标准为发展重心，进一步推动建筑节能工作的深入开
展和建筑节能技术进步。 



纱架

导纱板

树脂槽 (开放 /密闭)
加热的模具

切割锯
牵引头

聚氨酯/玻璃纤维复合材料拉挤门窗型材

     聚氨酯/玻璃纤维复合材料拉挤门窗型材采用拉挤工艺生产，将连
续的玻璃纤维粗纱浸渍在混合好的聚氨酯胶液中，在拉挤成型机组牵
引力作用下加热固化成型，是一种新一代门窗型材产品。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应用领域广泛的轻质高强材料



聚氨酯门窗型材及其节能门窗系统



聚氨酯复合材料与其他材料性能比较

性能 铝合金 尼龙隔热条 PVC 聚酯玻璃钢 聚氨酯复合材料

密度, g/cm3 2.79 1.3 1.5 2.0 2.1

导热系数，W/m·K 160 0.30 0.35 0.40 0.25

弯曲强度, MPa 250 80~180 30 300~400 1200

比强度, 103N·m/kg 89.6 61~138 21.4 166~222 838.9

弯曲模量, GPa 50~80 2~5 2.2~5 10~22 41.3

比刚度, 106N·m/kg 17~28 1.5~3.8 1.5~3 6~12 21.7

尺寸收缩率≤, % 0.6 0.4 0.4 2 0.2

线膨胀系数, 10-5K-1 2.2~2.4 2.4~3.5 5~8.5 0.73 0.5~0.8



产品特点

保温性能优异
玻璃 聚氨酯55系

列平开窗

聚氨酯65系

列平开窗

聚氨酯80系

列平开窗

83系列推

拉窗构造 传热系数

5+15Ar+5 2.6 - 2.2 -

5Low-E+12A+5 1.9 2.0 1.8 - 2.2

5Low-E+12Ar+5 1.7 1.8 1.7 - 2.0

5+9A+5+9A+5 2.0 2.0 1.8 - -

5 +9Ar+5+9Ar+5 1.9 1.9 1.7 - -

5Low-E +9Ar+5+9Ar+5 1.3 1.5 1.4 - -

5Low-E+9Ar+5Low-E+9Ar+5 1.0 - 1.2 - -

5Low-E+15Ar+5Low-E+15Ar+5 0.8 - - 1.0 -

5Low-E+15Ar暖边+5Low-E+15Ar

暖边+5
0.8 - - 0.9 -



产品特点

   PVC平开和推拉窗做大窗时需用加强中梃增加强度

            PVC平开窗     PVC推拉窗



产品特点

铝合金平开窗和推拉窗做大窗时也需用加强中梃增加强度

      铝合金平开窗          铝合金推拉窗



产品特点

轻质高强-强度约为铝合金的4-5倍

推拉窗经检测：气密性为7级，抗风压为7级

TICO  可制作单扇大窗，不需“加强中梃”，通透

      TICO平开窗       TICO推拉窗



产品特点

防火性能佳

    
根据各种防火玻璃配置，

耐火完整性可以做到

0.5-1.5小时



TICO平开窗的性能指标

普通三玻两腔的65系列经抽样检测性能指标达到：

抗风压性能：9 级

保温性能：1.8 W/m2·K  8 级

气密性能：8 级

水密性能：5 级

隔声性能：5 级

若采用双Low-E玻璃（5Low-E+9A+5Low-E+9A+5）

保温性能：1.5 W/m2·K  8 级



严寒寒冷地区冻融检测

（-35℃～+20 ℃）50次冻融循环检测结果：合格



零下40度抗冲击实验及握钉力测试

25℃和零下40℃环境
下抗冲击实验，顺利
通过

ASTM D1761-2012    
握钉力测试2369N



先进的组角工艺



绿色环保生产链

26

生产

成品

原料

回收

①  聚氨酯为石油衍生品，不消耗地球资源

②  生产能耗仅为铝合金的1/57，无挥发性组织、无工业废水排放，高效节能

③  加工性能好、组装便捷、外观丰富、绿色环保

④废料统一回收体系、研磨制成附框，损耗低，循环利用

  综上所述，TICO创新融合了铝合金型材强度高和塑钢型材保温性能优异的特点，

是顺应国家建筑节能发展趋势的新一代节能门窗系统。



检测报告

 国际先进水平



检测报告

2016年5月5日国办发【2016】34号文要求：

     扩大新型、绿色建材生产和应用，加快推进玻
璃纤维、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等产品的首批示范
应用，加大推广运用力度，扩大新材料产品规模。
大力开发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支持企业加
快推进高性能纤维增强复合材料。

2016年5月5日国办发【2016】34号文



荣获“最佳创新实践案例”

    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和上
海市商委指导下，由《上海
日报》和东方网共同主办的
评选活动中，由亨斯迈、克
络蒂、OC共同推出的TICO
聚氨酯系统门窗在跨国企业
参加的“创新与发展-跨国企
业在上海”的活动中，由亨
斯迈送评的该系统门窗荣膺
“最佳创新实践案例”。
     报道指出最终评选出的最
佳实践案例将作为引领创新
变革的国际样板

最佳创新实践案例



TICO的诠释

TICO 开启绿建之窗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国际技术合作

国际一线系统门窗公司达成合作意向：

     TICO已与德国等欧洲国家；日本、韩国等亚洲
国家签订了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