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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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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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提出并归口管理。

本文件由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牵头组织制定。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杭州元创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德尔福新型建

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科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浙江轩鸣新材料有限公司、杭州雅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排

名不分先后）。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建中 李志飚 吴和平 李加圣 金莎 李鹏 缪小兔 乔维军 边博锴 黄立荣 刘

余波（排名不分先后）。

本文件评审专家组长： ##

本文件由##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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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连接式岩棉保温装饰夹心板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机械连接式岩棉保温装饰夹心板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及标识、基本要求、技术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质量承诺。

本文件适用于装饰面板与底板采用连接件机械连接的岩棉保温装饰夹心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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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771 色漆和清漆 耐中性盐雾性能的测定

GB/T 1865 色漆和清漆 人工气候老化和人工辐射曝露 滤过的氙弧辐射

GB/T 3190 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

GB/T 3280 不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

GB/T 4237 不锈钢热轧钢板和钢带

GB/T 5237 铝合金建筑型材

GB/T 5480 矿物棉及其制品试验方法

GB/T 6342 泡沫塑料与橡胶 线性尺寸的测定

GB/T 6343 泡沫塑料与橡胶 表观密度的测定

GB 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T 8811 硬质泡沫塑料 尺寸稳定性试验方法

GB/T 9265 建筑涂料涂层耐碱性的测定

GB/T 9274 色漆和清漆 耐液体介质的测定

GB/T 9286 色漆和清漆 漆膜的划格试验

GB/T 9755 合成树脂乳液外墙涂料

GB/T 9780 建筑涂料涂层耐沾污性试验方法

GB/T 10294 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 防护热板法

GB/T 10295 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 热流计法

GB/T 10299 绝热材料憎水性试验方法

GB/T 12618.1 开口型平圆头抽芯铆钉 10、11级

GB/T 12618.4 开口型平圆头抽芯铆钉 51级

GB/T 13480 建筑用绝热制品 压缩性能的测定

GB/T 15856.2 十字槽沉头自钻自攻螺钉

GB 18582 建筑用墙面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T 25975 建筑外墙保温用岩棉制品

GB/T 32379 矿物棉及其制品甲醛释放量的测定

JG/T 24 合成树脂乳液砂壁状建筑涂料

JG/T 26 外墙无机建筑涂料

JG/T 159 外墙内保温板

JG/T 287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

JG/T 396 外墙用非承重纤维增强水泥板

JG/T 508 外墙水性氟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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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T 564.1 纤维增强硅酸钙板 第1部分：无石棉硅酸钙板

HG/T 3792 交联型氟树脂涂料

HG/T 4343 水性多彩建筑涂料

DB 33/T 1141-2017 保温装饰夹心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应用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JG/T 28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机械连接式岩棉保温装饰夹心板
由装饰面板、底板、岩棉条、连接件和胶粘剂等组成，装饰面板与底板通过连接件连接形成稳定的

具有空腔的结构，空腔内满置岩棉条，在工厂加工制成的具有保温和装饰功能的复合板材。

饰面层

无机非金属材料面板

岩棉条

连接件

底 板

图 1 产品结构示意图

3.2 装饰面板
位于机械连接式岩棉保温装饰夹心板外侧面，由无机非金属材料面板和饰面层组成的板材。无机非

金属材料面板包括纤维增强水泥板和纤维增强硅酸钙板。

3.3 底板
位于机械连接式岩棉保温装饰夹心板内侧面，能增强其刚度，保证机械连接式岩棉保温装饰夹心板

与基层粘结性能的无机非金属材料板材。

3.4 连接件
连接装饰面板和底板而形成空腔结构的金属材料制品。

4 产品分类及标识

4.1 分类：按机械连接式岩棉保温装饰夹心板罩面层材质分为FC型和其他型。

a) FC 型：装饰面板采用氟碳漆罩面；

b) 其他型：装饰面板采用非氟碳漆类罩面，如丙烯酸罩面（AC）等。

4.2 产品标识由执行标准代号、装饰面板罩面层材质、保温装饰夹心板组成材料厚度组成，含义如下：

XX——AC(a+b+c) 执行标准代号+罩面层材质+板材厚度

X X — AC （a+b+c）

a（装饰面板厚度 mm）+b（岩棉条厚度 mm）+c（底板厚度 mm）

AC（装饰板罩面材质为丙烯酸类）

XX（执行标准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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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XX-AC（8+30+6），表示按照 T/xxxx-2021 生产的装饰面板罩面层材质为其他型 AC 类（丙烯酸）罩面材质，装

饰面板厚度 8 mm，岩棉条厚度 30 mm，底板厚度 6 mm 的机械连接式岩棉保温装饰夹心板。

图 2 产品标记

5 基本要求

5.1 设计研发

5.1.1 应对装饰面板基板成孔，连接件安装，成孔修补，涂层涂装工艺进行分析。

5.1.2 应对 U 型金属连接件连接装饰面板和底板进行结构设计分析。

5.1.3 应对复合后堆叠的限位支架及加载工艺进行设计。

5.2 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

5.1.4 面板与底板

应符合表 1 要求，其余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外墙用非承重纤维增强水泥板》JG/T 396 和《纤

维增强硅酸钙板第 1 部分:无石棉硅酸钙板》JC/T 564.1 的有关规定。吸水率限值可取不大于 24%。

表 1 面板与底板指标

类型 名称 指标要求

面板

无石棉纤维水泥平板 密度≥1.45 g/cm
3
，饱水抗折强度≥13MPa

无石棉纤维增强硅酸钙板 密度≥1.5 g/cm
3
，饱水抗折强度≥16MPa

底板

无石棉穿孔纤维水泥平板 密度≥1.20 g/cm
3
，饱水抗折强度≥13MPa

无石棉穿孔纤维增强硅酸钙板 密度≥1.5 g/cm
3
，饱水抗折强度≥16MPa

5.1.5 岩棉条

岩棉条性能指标应符合 GB/T 25975 和表 2 的规定。

表 2 岩棉条性能

项 目 性能指标

导热系数（平均温度 25 ℃），W/（m·K） ≤0.046

表观密度，kg/m
3

100～160

尺寸稳定性，% ≤1.0

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MPa ≥0.15

吸水量（部分侵入），kg/m
2

24 h ≤0.5

吸水量（部分侵入），kg/m
2

28 d ≤1.0

质量吸湿率，% ≤0.5

憎水率，% ≥98.0

酸度系数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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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性能等级 A级

甲醛释放量 ≤ 1.4mg/(kg▪h) 按 GB/T 32379 规定

5.1.6 连接件

应符合表 3 要求。

表 3 关键零部件——连接件

名称 规格及等级 执行标准

C型转接扣件 型材厚度不小于 2.0 mm；系列：6063
GB/T 3190

GB/T 5237.1~GB/T 5237.6

U 型连接件

宽度不小于 30 mm

钢材厚度不小于 1.5 mm；牌号：Q235B

铝合金厚度不小于 2.0 mm；系列：6063

钢材：GB/T 3280 GB/T 4237

铝合金：GB/T 3190

GB/T 5237.1~GB/T 5237.6

抽芯铆钉 公称直径≥4.5 mm，性能等级 10级
GB/T 12618.1

GB/T 12618.4

自钻自攻螺钉 螺纹规格不小于 ST4.2 GB/T 15856.2

5.1.7 涂饰材料

应符合《合成树脂乳液外墙涂料》GB/T 9755、《水性多彩建筑涂料》HG/T 4343、《外墙水性氟涂

料》JG/T 508、《交联型氟树脂涂料》HG/T 3792、《合成树脂乳液砂壁状建筑涂料》JG/T 24、《墙体

饰面砂浆》JC/T 1024、《外墙无机建筑涂料》JG/T 26 的有关规定；装饰面板装饰涂层为合成树脂乳液

类时，VOC 含量应不大于 110g/L，为其他类时应不大于 240g/L（检测方法：GB 18582-2020 6.2.1）；

且装饰面板装饰面性能应符合本标准表 6 的规定。

5.3 工艺和装备

5.1.8 应具备面板全自动数字化批量精准成孔、监控成孔深度的成孔设备；

5.1.9 应具备能够自动控制、连续操作的将岩棉条板精准开孔的成孔设备；

5.1.10 应具备涂层厚度精准控制的自动化涂装线。

5.4 检验检测

5.1.11 应具备电子万能试验机和导热系数测定仪等检测设备。

5.1.12 应开展外观，尺寸偏差、单位面积质量、岩棉条厚度、拉伸粘结强度及面板与底板单点连接受

拉承载力等项目的检测。

6 技术要求

6.1 外观质量

产品饰面层颜色应均匀一致，表面平整无破损。

6.2 尺寸允许偏差

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 的要求。

表 4 尺寸允许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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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指 标

长度，mm ±2.0

宽度，mm ±2.0

厚度，mm +2.0，-1.0（产品厚度不大于120 mm）

对角线差，mm ≤3.0

板面平整度，mm/m ≤2.0

6.3 岩棉条厚度

岩棉条厚度不大于 100mm，符合客户要求，不得有负偏差。

6.4 机械连接式岩棉保温装饰夹心板性能

应符合表 5 的要求。

表 5 机械连接式岩棉保温装饰夹心板性能

项 目 性能指标

单位面积质量，kg/m
2

≤35

面板与底板单点连接受拉承载力，kN ≥1

拉伸粘结强度（面板、底板

与岩棉条），MPa

原强度 ≥0.15,破坏发生在岩棉条中

耐水强度 ≥0.15

耐冻融强度 ≥0.15

抗冲击性，J 用于建筑物首层 10J 冲击合格，其他层 3J 冲击合格

抗弯荷载，N 不小于板材自重

吸水量，g/m
2

≤500

不透水性 面板内侧未渗透

岩棉条燃烧性能等级 A级

岩棉条导热系数（平均温度 25℃），W/m▪K ≤0.046

6.5 装饰面性能

应符合表 6 的要求。

表 6 装饰面性能

项 目 性能指标

类型 FC型 其他型

耐酸性， 48 h无异常

耐碱性， 168 h无异常

耐盐雾性， 500 h无损伤

耐水性， 168 h无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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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工老化， 2000 h合格 1000 h合格

耐沾污性，% ≤10

附着力，级 ≤1

注：耐沾污性、附着力仅限平涂饰面。

7 试验方法

7.1 试验环境

标准试验条件：环境温度(23±5）℃，相对湿度（50±10）%。

7.2 机械连接式岩棉保温装饰夹心板性能

7.2.1 外观质量

按 JG/T 287 的规定执行。

7.2.2 尺寸允许偏差

按 GB/T 6342 的规定执行。

7.2.3 岩棉条厚度

按 GB/T 5480 的规定执行。

7.2.4 单位面积质量

按 JG/T 287 的规定执行。

7.2.5 面板与底板单点连接受拉承载力

按 DB 33/T 1141-2017 附录 A 的规定执行。

7.2.6 拉伸粘结强度

按 JG/T 287 的规定执行。

7.2.7 抗冲击性

按 JG/T 287 的规定执行。

7.2.8 抗弯荷载

按 JG/T 159-2004 中 6.3.4.2b 规定的方法进行。

7.2.9 吸水量

按 JG/T 287 的规定执行。

7.2.10 不透水性

按 JG/T 287 的规定执行。

7.2.11 岩棉条燃烧性能

按 GB 8624 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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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2 岩棉条导热系数

按 GB/T 10294 或 GB/T 10295 进行，仲裁试验应按 GB/T 10294 进行。

7.3 装饰面性能

7.3.1 耐酸性

按 GB/T 9274 的规定执行。

7.3.2 耐碱性

按 GB/T 9265 的规定执行。

7.3.3 耐盐雾性

按 GB/T 1771 的规定执行。

7.3.4 耐水性

按 GB/T 1733 的规定执行。

7.3.5 耐人工老化

按 GB/T 1865 的规定执行,结果评定按 GB/T 1766 的规定进行。

7.3.6 耐沾污性

按 GB/T 9780 的规定执行。

7.3.7 附着力

按 GB/T 9286 的规定执行。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8.1.1 检验项目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检验项目见表 7。

表 7 机械连接式保温装饰夹心板检验项目分类表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机械

连接

式保

温装

饰夹

心板

外观质量 √ √ 6.1 7.2.1

尺寸

允许

偏差

长度偏差

√ √ 6.2 7.2.2

宽度偏差

厚度偏差

对角线差偏差

平整度偏差

岩棉条厚度 √ √ 6.3 7.2.3

单位面积质量 √ √ 6.4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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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

连接

式保

温装

饰夹

心板

面板与底板单点连接受拉承载力 √ √ 7.2.5

拉伸粘结强度

（面板、底衬板与

保温层）

原强度 √ √

7.2.6耐水强度 — √

耐冻融强度 — √

抗冲击性 — √ 7.2.7

抗弯载荷 — √ 7.2.8

吸水量 — √ 7.2.9

不透水性 — √ 7.2.10

岩棉条燃烧性能等级 — √ 7.2.11

岩棉条导热系数 — √ 7.2.12

装

饰

面

耐酸性 — √

6.5

7.3.1

耐碱性 — √ 7.3.2

耐盐雾性 — √ 7.3.3

耐水性 — √ 7.3.4

耐人工气候老化性 — √ 7.3.5

耐沾污性 — √ 7.3.6

附着力 — √ 7.3.7

8.2 出厂检验

正常生产时，出厂检验应每批次进行一次。出厂检验的检验项目见表 7 要求。

8.3 型式检验

8.3.1 正常生产时，机械连接式岩棉保温装饰夹心板型式检验每一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样品应在出厂

检验合格批中抽取。

8.3.2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或产品定型鉴定时；

b)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c) 当系统组成材料、主要原材料或施工、生产工艺发生变化时；

d) 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8.4 组批与抽样

8.4.1 以同种产品、同一材料、同一规格工艺的机械连接式岩棉保温装饰夹心板，每 4000 ㎡为一批，

不足 4000 ㎡时也视为一批。

8.4.2 从每批中随机抽取不小于 3 m2 且不少于 6 张为检验样品。复检样品在同一批产品中抽取双倍数

量不小于 6 m2 且不少于 12 张。

8.5 判定规则

8.5.1 若全部检验项目符合本文件规定的技术指标，则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品。

8.5.2 若其中有一项指标不符合规定时，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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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标识

标识采用不易掉色的颜色注明产品生产厂家、生产日期等信息，并出具合格证。产品合格证应包括

下列内容：

a) 生产商的商标；

b) 产品名称、产品标记、执行标准；

c) 产品类型；

d) 生产日期；

e) 生产商的名称、联系电话及其地址；

f) 出厂检验部门印章、加盖检验人员标记。

9.2 包装

机械连接式岩棉保温装饰夹心板宜采用软质材料保护表面和边角,避免划伤、碰损或变形，采用木架、

木箱包装。

9.3 运输

机械连接式岩棉保温装饰夹心板宜侧立搬运，在运输过程中与运输设备固定好；严禁烟火；不得重

压猛摔或与锋利物品碰撞，以避免破坏和变形。

9.4 贮存

产品存放应避免重压，应防止与腐蚀性介质接触，远离火源，不宜露天长期暴晒淋雨，存放场地应

干燥、通风、防冻。所有材料应按型号、规格分类贮存，贮存期限不得超过材料保质期。

10 质量承诺

10.1.1 在规定的运输、贮存、安装、使用条件下，在使用三年内，若出现产品质量问题，生产厂家应

免费更换相应数量的产品并承担相关责任。若因客户使用操作不当或其他非质量问题导致产品无法正常

使用，生产厂家根据客户的需求组织或协助解决。

10.1.2 客户对产品质量有诉求时，应在 24 小时内作出响应，及时为客户提供服务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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