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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透汽贴面规格

项目 防火透汽贴面指标

透湿率，g/m2·s·Pa      ≥ 1500×10-9 

顶破强度，kg/cm2  2.5

拉伸断裂强力，KN           ≥ 
纵向 6.1

横向 3.0

恒立方TM

性能
技术要求 
CW032

纤维平均直径，μm            ≤ 7

表观密度，kg/m3 32

质量吸湿率，（VN）％         ≤ 5

含水率，% 1

憎水性，% 99.5

腐蚀性 符合 GB/T 13350 要求

燃烧性能 A 级不燃材料

欧文斯科宁致力于保温材料、屋面系统和玻璃纤维复合材料的开发、生产和销售。面

向全球，以人为本 ；在建筑材料领域，欧文斯科宁利用自身在材料、制造和建筑科学方面

的丰富经验与技术专长开发节能的产品和系统、提高商业和住宅楼宇的舒适性，在该领域

处于市场领先水平。在复合材料领域，凭借其玻纤增强工艺，让成千上万的产品变得更轻、

更坚固、更经久耐用。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是欧文斯科宁人的最终目标。欧文斯科

宁总部设在俄亥俄州的托莱多市，2017 年销售额达 64 亿美元，在 37 个国家拥有员工约

19000 名，已连续 63 年入选“ 《财富》500 强”。

99.5%

透汽

目前， 欧文斯科宁在广州、上海、南京、天津、烟台、西安、宣城设有 7 个建筑材料生产基地，销售网络覆盖全国。 位于上海的亚太

区科学与技术中心，汇聚了欧文斯科宁全球研发网络的重要分支。

R 值越大，保温效果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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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围
 
双面定型幕墙专用玻璃棉

产品特点

产品规格

性能指标

贴面指标

众所周知，玻璃棉材料本身具有优异的不燃性能，普遍能轻松达到 A1 级不燃标准。但是当不

燃的玻璃棉覆合了贴面类材料后，由于贴面材料中含有可燃成分且在覆合过程中使用了大量胶粘

剂，最终的覆合产品往往无法达到并通过 A2 级不燃材料标准。

欧文斯科宁从无纸化构想中汲取灵感，在原有的幕墙保温系统的基础上，大胆舍弃了传统幕

墙保温系统中常用的含有有机易燃材料的贴面，选用欧文斯科宁独有的优质不燃材料玻纤布和铝

箔为主要基材的贴面，同时采用一体固化成型工艺对贴面覆合工艺进行了升级，设计制作出了新

一代杰围双面定型幕墙专用玻璃棉。

无纸化贴面 

产品贴面中引入“Paper Free”的概念，以不燃玻纤材料和铝箔为基材构成的高强贴面替代了传统的牛皮纸背衬铝箔贴面，极大减少了

有机物的燃烧热值释放，具有更稳定优异的整体防火性能

双面定型设计 

全新升级的幕墙专用玻璃棉保温产品，双面均复合有定型增强面层，完美实现产品的稳定定型，极大增强现场施工的便利与可靠

高憎水率 

经过整体憎水处理的幕墙专用玻璃棉保温产品憎水率高达 99.5% 以上，配合表面复合的防水透汽贴面，实现玻璃棉产品的整体抗水憎

水性，保证保温材料在室外条件下的长期稳定高效性能

低导热系数  

欧文斯科宁独有的专利技术制成的幕墙专用玻璃棉产品纤维细长均匀，交织稳定，使产品具有超低的导热系数和均匀的保温性能，有效

帮助提高建筑节能性

性能             试验方法                                 技术要求

热荷重收缩温度 GB/T 11835-2007 ≥ 300℃

质量吸湿率 ASTM C1104 ≤ 5%

成品含水率 ≤ 1%

憎水性 ≥ 99.5%

整体抗拉强度 ≥ 10 kN/m

耐腐蚀性 ASTM C665 无化学反应

抗霉菌性能 ASTM C665 符合要求

燃烧性能 GB 8624-2012 A 级不燃材料

性能 试验方法 无纸黑色防火透汽贴面 增强定形网格

重量克数 称量 110 g/m2 42 g/m2

纵向抗拉强度 ASTM D828 15 kN/m 8 kN/m

横向抗拉强度 ASTM D828 10 kN/m 4.5 kN/m

顶破强度 JC/T 2028 130 N --

耐老化性能 49℃ ,95%R.H.,30 天 无化学腐蚀，不分层 --

低温抗性 -29℃ ASTM C1263 保持柔软，不分层 --

高温抗性 66℃ ASTM C1263 保持柔软，不分层 --

名称
 宽度
  mm

  长度
   mm

       厚度
       mm 

       导热系数
         W/m2*K

        热阻值 R
         m2*K/W

CW_D032 1200 600

100

0.034

2.94

75 2.21

50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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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的所有特性、参数以及任何其他描述和保证以销售方盖章和签字的正式文件和合同为准

* 根据项目不同，详细施工工艺可以咨询欧文斯科宁技术服务中心

施工工艺：

铺 设 玻 璃 棉 时， 用 电 锤 根 据 固 定 件 布

置进行打孔，孔深进入砖砌体墙体不小于

50mm ；进入砼基层墙体不小于 25mm，放

入固定件塑料膨胀套管，再将自攻钉锤入塑

料膨胀套内。每平米玻璃棉上固定件数量不

少于 5 套。

特点：

·  适用于多种基层墙体 

·  使用灵活简单 

锚固式固定：依靠膨胀固定件连接保温系统与基层墙体，将幕墙专用保温玻璃棉固定在基层墙体上。

杰围 幕墙专用玻璃棉

基层墙体

锚固式固定件

密封膏

砂浆找平层

预埋件

连接角码

背挂件

螺栓

幕墙横梁

幕墙面板

杰围幕墙系统包括 ：幕墙保温专用玻璃棉，专用卡扣式固定件或锚固式固定件，胶带等辅材组成。

该系统通过了“国家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耐候性测试。

·    幕墙专用玻璃棉材料性能稳定、耐久 

·    系统安装方式科学、合理 

·    通过冻融实验后，固定系统安全持久 

·    经过耐久性实验后，保温性能、憎水性能不变，表面完整，无破损

杰围
 
幕墙系统组成及安装

沈阳铁西万达广场

北京央视大楼

沈阳皇朝万鑫酒店

深圳飞亚达总部大楼

西安 8 号府邸

欧文斯科宁杰围
 
幕墙系统工程案例

采用专有的 PureFiber 技术生产的欧文斯科宁幕墙专用玻璃棉纤维细长，

交织均匀，导热系数低至 0.034W/m.K，与常见的矿渣岩棉等其它纤维类保

温材料相比较，保温性能更优异，可为幕墙围护结构提供更好的节能效果。

同时，作为轻质高效的保温材料，欧文斯科宁幕墙专用玻璃棉易于运输、切

割和施工安装，无论是施工效率还是产品损耗都优于重质短纤维保温产品。

而且，欧文斯科宁在产品设计初始，就综合考虑了幕墙专用玻璃棉对于定型、

防护和耐水的需求，利用长纤维的紧密交织提供了可靠的抗垂坠性能、低粉

尘特性及无渣球含量特性，无论在施工安装还是建筑运行使用期间，都能稳

定可靠的发挥产品的物理性能 ；并且由于对皮肤没有刺激，不会产生传统幕

墙保温施工时的刺痒感，极大提高施工工人的舒适体验。

北京央视大楼修复项目

沈阳王朝万鑫大酒店修复项目

新城地产集团项目

烟台芝罘区万达广场

南京卷烟厂新建项目

沈阳亿丰国际广场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

泰安新泰绿城

济南中海

济宁兖州人民医院（新院）

沈阳绿城全运村

苏州万泓别墅

葫芦岛全运村场馆

沈阳辽宁省人民法院

郑州建业联盟六期

沈阳凤凰饭店

沈阳棋盘山国际会议中心

长春农安艺术中心

哈尔滨汇置广场

青岛首创空港国际中心

郑州河南省肿瘤医院

青岛解放军401医院

青岛保利海上罗兰

长春影视城

西安神州数码科技产业园

重庆自然博物馆

上海瑞安卢湾113地块 

深圳机场T3航站楼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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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岛全运村场馆

沈阳辽宁省人民法院

郑州建业联盟六期

沈阳凤凰饭店

沈阳棋盘山国际会议中心

长春农安艺术中心

哈尔滨汇置广场

青岛首创空港国际中心

郑州河南省肿瘤医院

青岛解放军401医院

青岛保利海上罗兰

长春影视城

西安神州数码科技产业园

重庆自然博物馆

上海瑞安卢湾113地块 

深圳机场T3航站楼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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