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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
ABOUT US

l 公司于2015年完成与轻工业塑料加工应
用研究所、联合国环境保护部共同合作
的“XPS泡沫行业HCFCs淘汰项目”，
利用CO2发泡技术生产挤塑板，彻底改
变了原用氟利昂发泡对大气臭氧层的破
坏，达到了真正的绿色节能环保

l 公司的发展，紧紧围绕《国家重点支持
的高新技术领域》并持续进行研发与技
术成果转化，形成企业自有核心技术的
知识产权。2016年9月，本公司顺利进
行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申报，同
年11月，成功列入“上海市2016年第一
批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名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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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

上海圣奎以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为己任，致力于环保节能保温材料的研发、设计和创新，企业发展突飞
猛进。经过十余年的磨砺与探索，现已初具规模，目前公司在上海金山山阳工业园区、金山漕泾工业园区、松江
工业园区设有生产基地，总面积3万多平方米，拥有国内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公司自主的核心技术获国家知识
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有17余项。公司打造的“圣唯”、“暖舒特”品牌已成为国内知名品牌。

ABOUT US

保温
材料

研发
生产

专业
施工

相关
配套

上海圣奎是一家集建筑节

能保温材料研发生产、建

筑节能保温专业施工以及

建筑保温系统相关配套材

料贸易为一体的企业。

上海圣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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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主要企业名录

n 以“圣唯”品牌，专业生产A-TPS改性聚苯板  EPS聚苯板 建筑用保温材料
n 以“唐艺集”品牌，提供内墙环保涂料-唐艺集贝壳粉

上海圣奎塑业有限公司 

n 以“圣唯”品牌专业生产NEOPOR高效能聚苯板、EPS聚苯板、XPS挤塑板、EPS异型线条等保温材料，以暖舒特品牌
专业生产地暖节能保温成套系统

上海圣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n  以“圣唯”品牌，专门为配套保温材料在建筑工程上的施工，获取了建筑业企业“防水防腐保温工程施工专业承包二级”资
质证书和“安全生产许可证”资格

上海舰鑫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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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合作伙伴

l 节能保温施工的合作伙伴有500多家，其中有著名的上海地产、万科房产、绿地集团、龙湖地产、朗诗地产、嘉凯城、上

海城开、保利地产、上海大华集团、上海复地集团、三湘股份、长江实业、中海地产、华润置地等等。业务范围辐射江浙沪

及周边地区。



    圣唯外墙内保温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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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墙内保温应用-技术成熟（国外应用已有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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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墙内保温应用-政策导向

u 2014年1月 沪建交联〔2014〕9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保障性住房建

筑节能设计指导意见》的通知”：

u 2015年6月 沪规土资建〔2015〕398
号“关于《外墙保温系统规划管理

规定》废止后外墙外保温系统建筑

面积计算容积率的通知”：

    建筑外墙应优先采用外墙内保温系
统……

    外墙外保温系统建筑面积应计入容
积率

u 上海建科院总工程师徐强曾在多次

相关会议中指出：

    在上海等夏热冬冷气候地区采用外
墙内保温更能体现节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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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唯外墙内保温系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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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唯外墙内保温应用-系统优点

Ø 适合高层贴面砖，更安全

Ø 升降温快，更节能

Ø 室内作业，不受天气影响，连续作业

Ø 使用年限30年以上，保温系统不开裂

Ø 多作业面工作，效率高，缩短工期

Ø 干法作业，操作简单

Ø 操作面高度低，不需要脚手架

Ø 维修方便，小面积施工

Ø 一体化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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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唯外墙内保温应用-系统构造示意图

NEOPOR石墨聚苯板、CO2发泡技术XPS挤塑板外墙内保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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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唯外墙内保温应用-施工方案

1.  在外墙内侧粘贴

块状保温板法：

      用CO2发泡XPS板、

NEOPOR石墨聚苯

板等，并在表面抹

保护层（如聚合物

水泥胶浆、粉刷石

膏等）。  



15 

圣唯外墙内保温应用-施工方案

2. 在外墙内侧粘贴复

合板法：

保温材料—CO2发泡

XPS板、NEOPOR石墨

聚苯板

复合面层—纸面石膏

板、无石棉硅酸钙板、

无石棉纤维水泥平板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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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唯外墙内保温应用-各材料规格

NEOPOR石墨聚苯板复合石膏板内保温系统

CO2发泡技术XPS挤塑板复合石膏板内保温系统

规格说明
石膏板厚：9.5mm、12mm 
石膏板类型：普通、耐水
石墨EPS等级：18\20（国产/进口）

复合板尺寸规格：
长*高：2440 *1220mm

规格说明
石膏板厚：9.5mm、12mm 
石膏板类型：普通、耐水

复合板尺寸规格：
长*高：2440 *12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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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墙内保温应用-相关标准、规程、图集

JGJ 技术规程

GB 国家标准

国家设计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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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墙内保温应用-施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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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墙内保温应用-施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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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墙内保温应用-接缝和开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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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墙内保温应用-窗边潮湿区域处理方案



    新型环保节能材料在外墙内保温系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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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环保节能材料产品系列

l NEOPOR石墨聚苯板

l XPS挤塑板（ CO2发泡技术）

l EPS聚苯板

l A-TPS改性聚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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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环保节能材料- NEOPOR石墨聚苯板

l NEOPOR石墨保温板是一种黑色的EPS高效能聚苯板，该产品采用进口

巴斯夫原料，在保温板中添加了红外吸收体和反射体，成功排除了绝大部分

热辐射。热工效率白色聚苯板提高了20％以上（导热系数≤0.032）；

l 同时燃烧性能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按 B8624-2006标准，达到B级），

并且更加稳定，上海地区应用，更能起到抗白蚁和防霉作用

l 不含POP（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HBCD物质经SGS（瑞士通用公证行）

检测认证，HBCD在NEOPOR中无法被检出。

NEOPOR 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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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环保节能材料- NEOPOR石墨聚苯板

l NEOPOR石墨保温板是一种黑色的EPS高效能聚苯板，该产品采用进口

巴斯夫原料，在保温板中添加了红外吸收体和反射体，成功排除了绝大部分

热辐射。热工效率比白色聚苯板提高了20％以上（导热系数≤0.032）；

l 同时燃烧性能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按 B8624-2006标准，达到B级），

并且更加稳定，上海地区应用，更能起到抗白蚁和防霉作用

l 不含POP（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HBCD物质经SGS（瑞士通用公证行）

检测认证，HBCD在NEOPOR中无法被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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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环保节能材料- NEOPOR石墨聚苯板

        HBCD即六溴环十二烷（分子式为C12H12Br6），HBCD是一种高溴含量的脂环族添

加型阻燃剂。HBCD热稳定性较差，紫外光稳定性好。在150℃开始分解出HBr，成为环

十二碳的烯烃化合物。2008年，划归为POP，即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作为阻燃剂应用于包括EPS/XPS等发泡材料行业已有数十年历史。

不含HBCD阻燃技术

     NEOPOR石墨聚苯

板采用的生产工艺是目

前阻燃发泡聚苯乙烯保

温材料中唯一不含

HBCD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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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环保节能材料- NEOPOR石墨聚苯板

Neopor® -真正B1级建筑保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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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技术指标 检测结果

表观密度，kg/m3 ≥18.0 20

导热系数(25℃)，W/(m.k) ≤0.041 0.031

压缩强度，kPa ≥60 115

垂直于板面的抗拉强度，MPa ≥0.1 0.28

尺寸稳定性，% ≤0.30 0.08

透湿系数(25℃)，ng/(Pa.m.s) ≤4.5 2.5

断裂弯曲负荷(N) ≥25 40

燃烧性能 B级

NEOPOR石墨聚苯板性能指标

新型环保节能材料- NEOPOR石墨聚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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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环保节能材料- NEOPOR石墨聚苯板

l NEOPOR保温板是一种黑色的EPS高效能聚苯板，该产品采用进口巴斯

夫原料，在保温板中添加了红外吸收体和反射体，成功排除了绝大部分热辐

射。热工效率比白色聚苯板提高了20％以上（导热系数≤0.032）；

l 同时燃烧性能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按 B8624-2006标准，达到B级），

并且更加稳定，上海地区应用，更能起到抗白蚁和防霉作用

l 不含POP（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HBCD物质经SGS（瑞士通用公证行）

检测认证，HBCD在NEOPOR中无法被检出。

建筑隔音领域功效

石墨EPS隔声垫板获新绿创意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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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

01

02

03

04

05

我国于1989年签署了《维也纳公约》，并于1991年6月签署和加入了《蒙特利尔议定书》
及其伦敦修正案。作为按《蒙特利尔议定书》第五款行事的缔约国之一，承诺依照第二条
款国家的义务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

1993年1月，我国批准了《国家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方案》并制定了在多边基金资助下，
ODS淘汰活动的进展和实施框架，开始实施ODS的淘汰活动

2005年，环保部外经办开始和国际社会探讨加速淘汰HCFCs的机遇、挑战和淘汰HCFCs
的条件、目标

2007年9月，在蒙特利尔召开的缔约方第19次会议上，各国一致同意加快HCFC淘汰的步
伐。发达国家承诺对发展中国家的HCFC淘汰继续给予资金支持

按调整后的《议定书》的规定，以2009年和2010年的平均生产和消费量为基准量，在
2013年冻结HCFCs的生产和消费在基准量水平，并在2015年消减生产和消费量的10%，
2020年消减35%，2025年消减67.5%，直到2030年实现完全淘汰

新型环保节能材料- CO2发泡技术XPS挤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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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义不容辞，积极响应
针对全球XPS挤塑发泡行业，联合国环境署与国家环保局，联合相关专业专家和企业共同开发

n 多年来XPS挤塑板的生产均采用了HCFCs物质（CFC-22和

HCFC-142b）作为发泡剂，经过多年的技术方案评估，推荐了国际

先进技术工艺-二氧化碳发泡生产工艺

n 公司于2015年完成与轻工业塑料加工应用研究所、联合国环境保护部

共同合作的“XPS泡沫行业HCFCs淘汰项目”，利用二氧化碳取代

氟利昂发泡挤塑板，拥有年产15万立方米产能2条生产线，在长江三角

地区唯一家拥有此技术装备的企业

n 此技术最大的亮点是消耗造成全球温室效应的二氧化碳替代破坏臭氧层

的氟利昂类发泡剂；所得制品为纯绿色环保保温材料

新型环保节能材料- CO2发泡技术XPS挤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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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工艺的挤塑板相比较，采用二氧化碳作为发泡剂生产出来的保温板物理性能更加优异，不易燃烧，

制品数亿泡孔内存留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燃烧后随泡孔破裂释放出可以灭火的二氧化碳，此工艺产品

用于建筑外墙相当于包裹了数以万计的微型灭火器

改造方案 Transformation scheme

在常规XPS生产设备基础上进行局部改造、更换注入系统可勉强适应CO2的工艺环境，生产工艺稳定

性差，尤其是改造后的常规设备为了满足CO2工艺环境需降低螺杆转速来改善其功能缺陷。这将造成

能耗增大产量降低的现象，对于企业来讲技改后虽然满足了环保但是增大了生产成本。因此我们选择

CO2+助剂+第三组份的工艺作为替代技术，根据工艺环境需要我们将科学严谨的进行完善改造

新型环保节能材料- CO2发泡技术XPS挤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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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发泡技术相比氟利昂发泡技

术的装置要求

l 工艺压力控制
    HCFC-22是90bar，而CO2是200bar，针对CO2
特性设计专用的挤出螺杆，增加料筒冷却能力，配
备专用的自动熔体密封装置

l 发泡剂与熔体的混合效果
    添加第三组份助剂，改善CO2与PS的溶解问题，
螺杆的转速设定较低，以延长发泡剂和熔体的混合
时间。为了获得最佳工艺，专门设计蝶杆螺纹结构
及长度

l CO2发泡剂的随着周围环境压力的变化而变化。增加专门的高精度压力监控装置，用全自动闭环系统控制
系统的压力变化

l 特定的CO2发泡剂注入系统，配备高精度三头LEWA泵，高精度流量监控装置，全自动闭环系统控制

新型环保节能材料- CO2发泡技术XPS挤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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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环保

二氧化碳是环境友好型发泡剂，ODP值为0，减少氟利昂对臭氧层的危害

优点：

l 采用新型的二氧化碳发泡技术生产的的挤塑板具有连续均匀的表层及
闭孔蜂窝结构，泡孔存留二氧化碳，可有效的防火；

l 这些蜂窝结构的互联壁有一致的厚度,泡空间没有任何空隙。这种结构
使挤塑板在吸水率、蒸汽渗透系数以及导热系数等方面均低于其他的
板状保温材料,

l 同时抗压强度却很高,因此具有优越的保温隔热性能、良好的抗水性和
高抗压性能，具有良好的低导热系数,作为维护结构的保温层可以以较
小厚度的用料满足建筑节能要求,

l 在不改变使用面积的情况下减少建筑面积,或在不改变建筑面积的情况
下有效增加使用面积

更好的防火性能

新型环保节能材料- CO2发泡技术XPS挤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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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ODS项目- CO2发泡挤塑板（XPS)优点

更高的抗压性能
n 采用新型的二氧化碳发泡技术生产的的挤塑板具有连续均匀的表层及闭孔蜂窝结构，泡孔均匀细腻泡空

间没有任何空隙，可以使挤塑板具有低密度、高强度的特点

n CO2发泡剂的特性，结合设备上的相应技术改造，产品有较好的抗冲击性和抗拉拔力，有效的保证外墙

外保温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尤其对于外墙贴砖饰面的系统;还可用作地下室外墙防水层外的防护材料,

以及抗撞击又需满足保温要求的任何部位

n 表面进行双面开小凹槽或喷涂专用界面剂处理,可有效的防止挤塑板的变形,增强其与墙面的粘接力。用

作外墙外保温时,可有效的与面层抹灰砂浆结合避免防护层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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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成本降低
分子量比氟利昂CFC-22小一半，发气量却大一倍，那么发泡剂用量小，而且相比氟利昂的发泡剂
产品，产品发泡效果更完善

氟利昂发泡 CO2发泡

新型环保节能材料- CO2发泡技术XPS挤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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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环保节能材料- CO2发泡技术XPS挤塑板

装配式建筑应用

 
ü 中建航

ü 上海宇辉

ü 上海君道

ü 上海宝岳

ü 江苏中南

ü 上海建工

ü 上海城建

CO2发泡技术XPS挤塑板的优异特

性，在装配式建筑中已被大量应用，

目前成功合作的构件厂有：

 

ü 上海良浦

ü 上海远大

ü 上海三一

ü 上海永茂

ü 上海浦砾珐

ü 上海大禺

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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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环保节能材料- CO2发泡技术XPS挤塑板

参与修订GB/T 10801.2 《绝热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XPS）》

参与国家标准的修编

产品荣誉 2016年度新绿创意奖 
年度最佳创意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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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环保节能材料- EPS聚苯板

定义

l 全称绝热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又名模塑板、泡沫板、

EPS聚苯板、EPS苯板、EPS膨胀板

l 是由含有挥发性液体发泡剂的可发性聚苯乙烯珠粒，经加热预

发后在模具中加热成型的具有微细闭孔结构的白色泡沫体

优点

l 技术成熟，应用领域广泛；

l 保温效果好；

l 性价比高，整个系统价格适中，便于用户接受

l 异形线条根据客户要求通过专用的切割装备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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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环保节能材料- EPS聚苯板

项目 单位 指标
表观密度 Kg/m3 18-25

导热系数 W/(m.K) ≤0.041

       压缩强度 kPa ≥100

          尺寸稳定性 ％ ≤0.5

    吸水率 ％ ≤4

抗拉强度 kPa ≥100

燃烧性能 - B1级

EPS聚苯板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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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环保节能材料- TPS改性聚苯板

l A-TPS改性聚苯板又称为超金板，作为一种新型的有机防火保温材料，将是外墙保温系统核心材料的重要选择。

l A-TPS超金板是以B1级阻燃型聚苯乙烯颗粒为主要原料，采用无机不燃型材料对聚苯乙烯颗粒表面进行防火涂层

处理，通过模塑工艺制成的以聚苯乙烯颗粒表面防火层为连续相，聚苯乙烯颗粒为分散相的，具有热固性材料特性的

泡沫板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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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PS超金板性能指标

     实  验  项  目 性 能 指 标 试 验 方 法
表观密度，kg/m3 30—60 GB/T6343

导热系数，W/(m·K) ≤ 0.036 GB10294

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MPa ≥ 0.10 JG149

压缩强度（形变10%），MPa ≥0.12 GB/T8813

尺寸稳定性，% ≤ 0.6 GB/T8801.1

体积吸水率，%  ≤ 3.0 GB/T8801.1

熔结性（断裂弯曲负荷），N ≥25 GB/T8801.1

水蒸气透过系数，µg/（Pa.m.s） ≤ 8.0 GB/T17146

燃烧性能级别 A（A2）级 GB8624

新型环保节能材料- TPS改性聚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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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地方技术规程的编制

新型环保节能材料- TPS改性聚苯板

2016年3月参加了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性标准 DG/TJ08-2212-2016 热固改性聚苯板保温系统应用

技术规程制定，该标准已在2016年7月7日发布，2016年11月1日实施

产品荣誉

        荣获2015年度新绿创意奖 年度
最佳创意产品



    新型环保节能材料在全装修住宅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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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环保节能材料在全装修住宅中的应用

      环保节能作为建筑装饰的一部分，其理

念已经逐渐深入人心。构建节能环保建筑成

为现代建筑工程中的核心部分。

      自古以来，我国的建筑装饰都讲究天人

合一的设计理念，因此任何建筑的设计都以

能源的消耗为基本。随着环保理念的不断深

入，建筑装饰中的环保内容已经有了长足的

进步。

      怎样选择环保又节能的装修材料，是我

们必须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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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环保节能材料在全装修住宅中的应用-政策导向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发文：
沪建建材〔2016〕688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新建全装修住宅建设管理的通知 》

各区人民政府、各管委会及各有关单位：

　　为加快本市装配式住宅建设步伐，进一步规范全装修住宅监管，提升新建住宅整体品质，推进建设领域节能减排，根

据《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绿色建筑发展推进力度提升建筑性能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沪建管联 〔2015〕417号）

以及《关于推进本市保障性住房实施装配式建设若干事项的通知》（沪建建材〔2016〕1号）等文件精神，现就全装修建

设管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装修住宅是指新建住宅交付使用前，套内和公共部位的固定面、设备管线及开关插座等全部装修并安装完成，

厨房和卫生间的固定设施安装到位的住宅。

　    二、从2017年1月1日起，凡出让的本市新建商品房建设用地，全装修住宅

面积占新建商品住宅面积（三层及以下的低层住宅除外）的比例为：外环线以

内的城区应达到100%，除奉贤区、金山区、崇明区之外，其他地区应达

到50%。奉贤区、金山区、崇明区实施全装修的比例为30%，至2020年

应达到50%。本市保障性住房中，公共租赁住房（含集中新建和商品住房

中配建）的全装修比例为100%。实施的全装修住宅工程，以单位工程（幢号）

为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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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舒特” 地暖辅材系统

新型环保节能材料在全装修住宅中的应用-材料介绍

“唐艺集” 贝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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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以天然贝壳粉为基质，通过特殊
的物理、化学过程在贝壳粉上稳固负载
纳米级的二氧化钛和电气石粉，同时添
加一定量植物粘合剂。

经高温煅烧、研磨、催化等高新技术工
艺制作而成的一种极其优异的生态、健
康、环保干粉涂料，具有净化空气、调
节空气湿度及抗菌、抑菌的功效。

全装修新型环保节能材料-唐艺集贝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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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环境生态学家侯
立安在2016年“中国绿色生态孵化发展论
坛”上指出：“中国室内空气污染的控制
任重道远，……涉及到内墙的涂料让它既
有装修装饰一般的涂料功能，同时又要有
净化空气功能

中国化工学会涂料涂装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刘泽曦说，《涂料行业“十一五”发展规
划》和《涂料行业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
均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环保型粉末涂料

全装修新型环保节能材料-唐艺集贝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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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功效

吸附净化 呼吸调湿

抗菌抑菌 防止静电

全装修新型环保节能材料-唐艺集贝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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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光污染 防火阻燃

易于修补 不易褪色

在贝壳粉墙面被碰伤、划伤或弄
脏后都可以进行修补，且修补后
无明显痕迹

可机器平涂和弹涂、颜色多样化，
可做工艺背景墙

八大功效

全装修新型环保节能材料-唐艺集贝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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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证：产品符合国家标准GB18582-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和
GB/T 9756-2009《合成树脂乳液内墙涂料》，符合行业标准JC/T 2177-2013《硅藻泥
装饰壁材》，各性能指标如下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检验结果

1 挥发性有机物（TVOC） g/l ≤120 ＜1 未检出

2 游离甲醛 mg/kg ≤100 ＜5 未检出

3
重
金
属

可溶性铅（Pb） mg/kg ≤90 ＜10 未检出

可溶性镉（Cd） mg/kg ≤75 ＜10 未检出

可溶性铬（Cr） mg/kg ≤60 ＜10 未检出

可溶性汞（Hg） mg/kg ≤60 ＜10 未检出

4 苯、甲苯、乙苯、二甲苯总和 mg/kg ≤300 ＜50 未检出

5 甲醛净化效率 % - ≥75 80.2

全装修新型环保节能材料-唐艺集贝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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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价比

分类 贝壳粉 乳胶漆 硅藻泥 壁纸/
液态壁纸

主要成分 贝壳粉天然纤维素（主要成分
深海贝类和海洋生物胶）

乳液（主要是石油化工原料组
成）、颜料、填充料、助剂和
水

亿万年形成的硅藻矿物硅藻土
（主要成分为蛋白石，富含多
种有益矿物质）

PVC，无纺布，天鹅绒

家装价格 包工包料49-200元每平方米 包工包料45-180元每平方米
（一般工费2-3元每平方米）

包工包料100-700元每平方
米

包工包料35-498元每平方米
（拼花再加10元手工费）

施工步骤 机器喷：平涂和弹涂 底漆和面漆一共七层，可喷涂、
辊涂

平面喷涂
凹凸面弹涂

用胶粘贴/ 搅拌→加料→刮涂
→收料→对花→补花 

施工工艺 颜色多样化，平涂和弹涂，可
做工艺背景墙

颜色多样化，不能做工艺背景
墙

颜色多样化
可做弹涂和工艺背景墙 图案多样化

使用寿命 20年不褪色恒久如新，可调
节室内湿度 3-5年已泛黄，掉皮 室内干燥易掉沙土 3-5年后褪色，泛黄，开裂，

翘边

是否有对人体有害物
质

贝壳粉添加了一定粘性的贝壳
粉和海洋生物胶，PH数值为
7.5左右，呈弱碱性不烧手

按照国家现行标准，只要每升
不超过100g有害物质，即为
合格

传统的硅藻泥是添加石膏粉，
石灰粉，也添加白水泥，所以
传统的硅藻泥是强碱性的

多数壁纸胶中含有甲醛等有害
物质

吸附功能
贝壳特殊的多孔穴腔体结构，
可以吸附甲醛等有害物质并分
解，净化空气

没有吸附功能 有吸附功能，但饱和后就不可
再分解 没有吸附功能

抗菌抑菌
可以，贝壳粉是一种弱碱性并
且没有腐蚀性的产品，对细菌
不是杀死，而是将细胞分解掉

否 可以预防，不能分解 否

全装修新型环保节能材料-唐艺集贝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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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荣誉

2016年度新绿创意奖 
年度最佳创意产品

全装修新型环保节能材料-唐艺集贝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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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内墙用贝壳粉装饰壁材》行业标准的编制

2016年5月31日上午，《内

墙用贝壳粉装饰壁材》建材

行业标准制定启动会在中国

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成功

召开

标准制定会现场

全装修新型环保节能材料-唐艺集贝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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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暖舒特地暖辅材系统是由为XPS挤塑板/白晶板及专用铝箔镜面反射膜、钢丝网、

边界保温层、固定卡丁、弯管器、保温套管、收缩缝、生料带组合而成。

全装修新型环保节能材料-地暖辅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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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专用挤塑板（XPS）
l 以聚苯乙烯树脂为主要原料，配以发泡剂、

阻燃剂、增塑剂等，通过加热挤塑成型而制
得的具有闭式结构的硬质泡沫塑料板材。隔
热保温性能好，尺寸稳定性佳，且具有极低
的吸水性、水蒸气透湿系数、高抗压性

铝箔镜面反射膜

l 提高地暖节能效率的主要材料。置
于保温板与发热体中间，将热量向
上反射，降低向下的热量损失

暖舒特地暖辅材系统各主要作用：

Ø XPS挤塑板/白晶板 —— 隔热保温

Ø 专用铝箔反射膜 —— 尺标、集热防止往下流失

Ø 钢丝网 —— 固定、分化水泥应力

Ø 边界保温层 —— 防止热量从墙体流失

Ø 固定卡丁 —— 固定管道

Ø 弯管器 —— 防止管道折损

Ø 保温套管 —— 保温

Ø 收缩缝 —— 防止地面开裂

Ø 生料带 —— 密封

全装修新型环保节能材料-地暖辅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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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装修新型环保节能材料-地暖辅材系统

 
地暖集成系统的优点：

一、节能高效，质量可靠
        每项辅材都是经过精心挑选，严格检测，保证地暖系统节能高
效。

二、一站式售后服务体系
       每项辅材的售后问题由圣奎一站式解决。

三、统一的配货保障。
       你只需告诉我平方，每项辅材的用量及送货由圣奎为你配送。

四、更高的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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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专用挤塑板（XPS）
l 以聚苯乙烯树脂为主要原料，配以发泡剂、

阻燃剂、增塑剂等，通过加热挤塑成型而制
得的具有闭式结构的硬质泡沫塑料板材。隔
热保温性能好，尺寸稳定性佳，且具有极低
的吸水性、水蒸气透湿系数、高抗压性

铝箔镜面反射膜

l 提高地暖节能效率的主要材料。置
于保温板与发热体中间，将热量向
上反射，降低向下的热量损失

全装修新型环保节能材料-地暖辅材系统

地暖辅材铺设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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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舒特干式地暖

l 是一种基于干式地暖模块内铺设管材的一种新型地暖方式，
地暖盘管铝板为倒Ω形管，省去了管卡，也不需使用胶水覆
膜固定，既不占层高又保障地板弹性和良好的舒适度。而且
“Ω”形，可以牢牢地夹住水管，方便施工并且还能更加充
分的包裹住水管，更好导热。彻底摆脱管卡、扎带等等配件
来固定水管。

地暖模块

l 安装方便，管线之间的距离固定，减少配件和辅材的
使用，并大大提高施工效率，降低人工成本。材质环
保，无有害物质挥发，后期交付使用时热量传导均匀，
温度稳定。反射膜为铝箔和塑料的复合，延长了膜的
使用寿命，保温材料与反射膜紧密吸合，使热量的流
逝更缓慢，减少了热量向下的对流、辐射和传导的损
耗量，更经济环保。

全装修新型环保节能材料-地暖辅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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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荣誉

全装修新型环保节能材料-地暖辅材系统

信
得
过
产
品

上海建筑材料行业协会还为要装地暖
的小伙伴们提供30万行业质保金



      工程案例、企业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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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荣誉

Ø 2009年通过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Ø 2010年世博用材参与奖

Ø 2011-2016年 连续评为上海建材行业名优产品

Ø 2012年被筑想学院评为筑想合格供应商

Ø 2012-2016年 连续评为质量优胜三星企业

Ø 2014-2016年 新绿创意奖年度最佳创意产品

Ø 2015年辐射供暖供冷行业优秀供应商

Ø 2015-2016年暖舒特地暖系统 信得过产品

Ø  中国塑料加工协会XPS专委会  副理事长

Ø  中国塑料加工协会EPS专委会  理事

Ø  上海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         副会长

Ø  上海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新型墙体和建筑节能材料分会 副会长

Ø  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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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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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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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案例-地标性项目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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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虹桥机场交通枢纽

l 跨海大桥观光塔

l 洋山深水港

l 秦山核电站

工程案例-地标性项目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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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案例-上海世博展馆项目欣赏

上海世博展馆：中国馆、可口可乐馆、沙特馆城市、城市足迹馆、俄罗斯馆、法国馆等三十余座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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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郊宾馆

南郊宾馆

北郊宾馆

工程案例-各开发商项目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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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案例-各开发商项目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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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案例-各开发商项目欣赏



72 

工程案例-各开发商项目欣赏



THANKS！

INTRODUCTION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沪闵路7866号莲花国际广场1号楼1002室

电话：021-34713326  34713328        传真：021-34713353

网址：www.shengkui.net

E-mail:shengkuisy@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