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镁

轻质阻燃无醛板
兰溪市宜居节能建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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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

ENTERPRISE PROFILE

打造安全环保共同体
公司成立于 2008 年，是一家专门致力于无机阻燃板、
特种干粉砂浆、保温砂浆等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
的综合性企业。公司目前拥有自主搅拌设备，铝质成型模具，
立式磨具，全自动雕刻机，压机，裁切鋸，大型脉冲集尘机
等设备。
公司产品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有了品质保证
和极力推广，在浙江、四川等地广泛使用，产品应用于诸多
大型地产项目，获得广大业主的好评，在行业中也树立了良
好的口碑。
面对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备受人们瞩目的简称行业，
我公司将持续改革创新，不断开拓进取，为新老客户提供更
满意的产品。

浙江省兰溪市宜居节能建材有限公司
地址 ：浙江省兰溪市灵洞乡八石溪（创建于 2008 年）

广汉市沃特普建材有限公司
地址 ：四川省广汉市新丰镇同善村（创建于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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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US
关于我们

目前世界各国日益重视国家公共安全问题，消防安全作为国家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日益

公司持续稳健的发展和科研创新，使公司积累了深厚

受到公众的关注。“蜀镁”轻质阻燃无醛板，燃烧性能 A1 级，甲醛含量 E1 级，防水、防潮、耐火

的行业资源和技术储备，品牌影响力、企业规模、高端人才、

≥ 3 小时，专注打造安全公共空间，为您保驾护航。施工便捷，节省工期，节约成本。

产品创新、销售网络、售后服务等多方面在同行业中均优
势显著，位居前列。
The company's sustained and steady development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have
accumulated prodound industry resources and
technological reserves, brand influence, enterprise
scale, high-endtalents, product innovation, sales
network, after-sales service and other aspects. In the
same industry, they have significant advantages and
are in the forefr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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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轻质阻燃无醛板

防火、防水、无味、无毒、不冻、不腐、
不变、不燃、高强质轻、施工方便、使用
寿命长 ；耐高温、阻燃、吸声、防震、无
毒无味无污染、可直接上油漆、直接贴面，
可用气钉、直接上瓷砖，表面有较好的着
色性，强度高、耐弯曲有韧性、可钉、可
锯、可粘，装修方便。可用作墙板、吊顶板、

产品配方

生产工艺

PRODUCT FORMULA

PRODUCTION PROCESS

尺寸（mm）

天然硅、钙、镁等矿物为

选料、配料、拌料、制板、

长 2440* 宽 1220

主材高分子改性材料为增

脱模、养护、切边、打包、

强剂，轻质材料为填充物

深加工等

防火板、防水板、包装箱等，可替代木质
胶合板做墙裙、门窗、门板、家具等。也

厚度（mm）

复合而成的新型防火阻燃

可以根据需要表面涂调和漆、清水漆，并

【常规】

板。 成 分 ：抗 碱 玻 纤 布、

可加工成各种类型的板面。还可用于地下

5、8、10、12、15

柔性极佳的植物纤维、不

室、矿井等潮湿环境的工程，和多种保温

【定制】

燃质轻的珍珠岩、高分子

材料复合使用，制成复合保温板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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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
PRODUCT SPECIFICATION

3、6、9、18、20、30

聚合物、高性能改性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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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级阻燃
Class A flame retardants

A 级 ：不燃性
B1 级 ：难燃性
B2 级 ：可燃性
B3 级 ：易燃性

绝不返卤
Never retrun to brine

“蜀镁”轻质阻燃无醛板在生产过程中不使用含氯离子的原材
料，可确保不会出现返卤现象，解决了原行业内劣质板材返卤现

绝不
返卤

象的核心技术。在原镁制品内残留有超临界的游离氯化镁或过量
的碱金属杂质离子。在高湿高温的环境中，水蒸气快速透过制品
内部的毛细孔道，将没有反应完的氯、钠、钾离子迁移出来，不
断聚集，由于这些盐类物质有强烈的吸潮性，不断吸附空气中的
水蒸气，然后导致产品表面结露并带有苦涩的味道，这种现象我
们称之为吸潮返卤。出现这种现象后，板材自身会慢慢粉化失去
强度。

E1 级环保
E1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产品质量标准【企业执行标准】
PRODUCT QUALITY STANDARD
[ENTERPRISE ENFORCEMENTS STANDARDS]

A

表面 ：平整、无裂纹、无分层、无缺角、无鼓包、无孔洞、无凹陷、无缺料、无起皱、无返霜返
卤现象、色差接近。

E1

E1 级 ：甲醛含量≤ 0.12mg/m3 的健康环保型板材，是中国国标中

B

长度公差 L ≤ ±3mm，厚度公差 H-0.1~0.4mm，对角线公差 L ≤ 2mm。

人造板材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的最高标准 ；

C

沿边平直度≤ 1/1000、板面平整度≤ 1/1000。

欧美是 E0 级 , 日本 F1、F2、F3、F4，F4 为最高级，甲醛含量

D

密度 1.0~1.2t/m3。

0.3mg/L。

E

燃烧质量损失率≤ 50%。

E1 级 ：是国家强制性的健康标准，是强制实行的“安全标准线”，
甲醛含量≤ 0.12mg/m3。E2 级 ：甲醛含量≤ 5.0mg/L，必须经饰面
处理后才能用于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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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参数

PERFORMANCE PARAMETER
检测项目

检测值

检测依据 / 说明

Testing items

Detection value

Testing basis/description

表观密度

1.08

JC/T646-2006

含水率

7.2

GB/T33544-2017

干缩率

0.18

GB/T33544-2017

湿胀率

≤ 0.6%

GB/T33544-2017

握螺钉力

95

GB/T33544-2017

PRODUCT FEATURES
产品特点

■■ 防火卓越 Excellent fire protection

“蜀镁”轻质阻燃无醛板有良好防火性能，
是不燃板材，火焰持续燃烧时间为零，800℃
不燃烧，1200℃无火苗，达到最高防火不燃
级别 A1 级，与优质龙骨制作的隔断系统，耐
火极限达到 3 小时以上，遇火燃烧的过程中
能够吸收大量的热能，延迟周围环境温度的

抗返卤性

无水珠、无返潮

GB/T33544-2017

氯离子含量

0.024

GB/T33544-2017

防火性能

不燃 A1 级

GB8624-2012

抗折强度

13.3

JC/T646-2006

抗冲击强度

8.1

GB/T1043.1-2008

环保安全

无放射性物质、无石棉、无甲醛

GB656-2001
《建筑材料反射性核素限量》

耐透水性

背面无显著湿润或水滴

CEC95:97

升高。

■■ 防水防潮 Waterproof and moisture-proof

在干冷和潮湿的天气，“蜀镁”轻质阻燃
无醛板不受凝结水珠和潮湿空气的影响，即
使放于水中浸泡数日取出后自然风干，不会

耐碱性

外观无异状

CEC95:97

发烟系数

1.8Ca

CEC95:97

甲醛释放量

≤ 0.1mg/m3

GB18580-2017

Page 09

变形、变软，可以正常使用，绝不会发生吸
潮返卤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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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镁

兰溪市宜居节能建材有限公司
Lanxi livable energy saving building materials Co., Ltd

■■ 质轻抗震 Light weight and earthquake resistant

■■ 环保健康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health
“蜀镁”轻质阻燃无醛板绝不含石棉、甲

“蜀镁”轻质阻燃无醛板的表观密度为
1~1.2g/cm3，减轻了建筑荷重，使建筑内墙
重量降低 60% 以上，同时增加了使用面积
5~8%。质轻有利于结构抗震，有效减少基础
和结构主体造价。

甲醛释放量≤5mg/100g

E1

醛、苯及有害放射性元素，遇火无烟、无毒、
无异味。生产的材料为天然的矿粉和植物纤
维，生产过程自然养护，耗能少，无排污物，
节能环保，使用时板面不含掉粉，其独特的
自然细孔结构，能够调节室内温度，使居室
和办公更加舒适。

■■ 强度优越 Superior strength

特别的抗碱玻纤布和韧性良好的植物纤
维，“蜀镁”轻质阻燃无醛板重量虽轻，但
结构紧密，稳定性好，不变形，具有木材般
的 韧 性， 在 抗 冲 击、 抗 压、 抗 拉 和 抗 断 性
能 上 表 现 出 色， 刚 韧 并 重， 抗 折 强 度 可 达
13~26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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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热节能 Heat insulation and energy saving

“蜀镁”轻质阻燃无醛板均匀细孔、密
实、无机物质的特性，导热系数为 0.216w/
cm·k，比灰砂砖石切块的 1.1w/cm·k 更
加隔热，节约能源的消耗，使居室保持舒适
环境、清新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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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镁

兰溪市宜居节能建材有限公司
Lanxi livable energy saving building materials Co., Ltd

■■ 防虫防霉 Insect and mould proof

无机矿粉物质构成了“蜀镁”轻质阻燃

无机矿粉物质构成了“蜀镁”轻质阻燃

无醛板防霉、防菌、防虫和防白蚁的功能，

无醛板防霉、防菌、防虫和防白蚁的功能，

符合欧美国家建材霉标准。

符合欧美国家建材霉标准。

■■ 经济实惠 Economical and practical

“蜀镁”轻质阻燃无醛板质量稳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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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音安宁 Sound insulation and tranquility

■■ 多功能性 Multifunctionality

“蜀镁”轻质阻燃无醛板质量稳定可靠，

与其他同类板材相比，有极致性价比，质轻

与其他同类板材相比，有极致性价比，质轻

高能，价格适中，加工安装性能卓越，可贴、

高能，价格适中，加工安装性能卓越，可贴、

裁、钉、钻、漆、刨，搬运方便，韧性优越，

裁、钉、钻、漆、刨，搬运方便，韧性优越，

不易断裂，任意使用自攻钉、枪钉和直钉进

不易断裂，任意使用自攻钉、枪钉和直钉进

行轻巧安装，更可采用湿法和干挂作业。

行轻巧安装，更可采用湿法和干挂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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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镁

兰溪市宜居节能建材有限公司
Lanxi livable energy saving building materials Co., Ltd

产品与其他的对比

■■ 经久耐用 Durable

COMPARISON OF PRODUCTS WITH OTHERS
科学配方彻底解决了其它板材的吸潮返
的问题，其强度随时间而递增，能抗腐蚀、

蜀镁

抗酸、抗碱，热胀冷缩变化小，干缩率 0.15%，

●● 3mm 厚度即可达到一级耐燃标准。

●● 12mm 厚度，只能达到 B1 级难燃标准。

●● 防水耐潮性佳，线膨胀系数小，不变形、

●● 不防水，不防潮。

湿胀率 0.15%，具有耐 -40℃的抗冻性。经
过多年实验，“蜀镁”轻质阻燃无醛板坚固耐
用，抗老化，寿命长。

不返潮、不返卤。
●● 阻燃板内部有少量的胶，会释放出游离甲
●● 可贴、裁、钉、钻、漆、刨，并可使用美

醛。

工刀切割，施工方便。
●● 施工较为繁琐。
●● 板身柔韧有弹性，可弯曲做各种造型。
●● 阻燃板难以二次施工。
●● 可搭配各式面板、表面装饰材料或原木皮
从事二次加工。

●● 需要再配合一层石膏板才能形成它的阻燃
层，不耐水、不耐潮湿。

●● 重量轻，搬运方便，且无破损，不怕水、
不怕潮湿、即使浸泡在水里也不变质断裂。

●● 除干式钢架隔间，亦可作湿式轻质水泥灌
浆隔间墙施工。

“蜀镁”轻质阻燃无醛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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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PRODUCTS

消防系统应用 ：防排烟管道、新风系统、烟道。
民间系统应用 ：宾馆、广场、商场、超市、地下车库、商住楼。
工业系统应用 ：纺织仓库、工业厂房、电子厂房、药品仓库、食品仓库。
娱乐场所应用 ：酒楼、茶楼、影剧院、演艺厅、歌曲厅、影视演播厅。
政府机关应用 ：政府办公楼、公检法大楼、行政中心。
公共事业场所 ：体育馆、图书馆、医院、车站。
国防系统应用 ：防空洞、隧道、机场、电站、科学实验室。

“蜀镁”轻质阻燃无醛板广泛应用于酒店、商场、餐厅、夜总会、银行、超市、住宅及其他办公公

加工 ：
“蜀镁”轻质阻燃无醛板可以用手锯、电锯、美工刀裁切。可以使用钉、自攻螺丝、射钉枪或钻

共空间和家庭室内装饰墙壁、天花板、吊顶、隔墙等。它完全适应结构的保温、隔音墙、移动分区、

孔后固定。

防火门、胶合板、设备箱包装等领域。

装饰 ：防火板面可贴墙纸、红榉木贴面、油漆刷、油漆、瓷砖、马赛克等。墙壁、天花板使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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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镁

兰溪市宜居节能建材有限公司
Lanxi livable energy saving building materials Co., Ltd

样板工程

SAMPLE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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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千岛湖红星文化度假村

项 目 ：千岛湖旅游商品集散中心

项 目 ：兰溪市人民医院

项 目 ：阿里巴巴物流中心

项 目 ：尚格大酒店

项 目 ：成都朗基望今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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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镁

兰溪市宜居节能建材有限公司
Lanxi livable energy saving building materials Co., Ltd

OTHERS PRODUCTS
公司其他产品

■■ 混凝土界面处理剂
混凝土界面剂是由高性能水泥复合材料及聚合物高分子改性材
料等复合而成，能大幅度改善混凝土基面和干粉砂浆的集合界面，
提高粘结强度，节约人工或机械拉毛的劳动强度和费用。
项 目 ：绿地 468

项 目 ：保利香槟国际

■■ 瓷砖粘合剂
瓷砖粘合剂是一种高品质环保型聚合物水泥基复合材料。它是
选用进口聚合物胶结料改性优质水泥再配以石英砂、多种添加剂、
填料经精细加工而成的粉状高强度粘结材料，直接添加水搅拌即可
使用。

项 目 ：保利爱尚里

项 目 ：温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园

■■ 无机保温砂浆
既具高强度有具低导热系数。消除空鼓和开裂现象，免去水泥
砂浆粉刷层。保温粉刷层合二唯一，绿色产品，完全符合环保要求。
A 级不然材料，完全符合消防要求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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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镁

兰溪市宜居节能建材有限公司
Lanxi livable energy saving building materials Co., Ltd

■■ 环保耐水腻子
内墙环保耐水腻子粉采用优质重质碳酸钙、高分子聚合物和多
种功能助剂精致而成。外墙柔性腻子粉具有抗裂、抗冻、耐温、耐碱、
耐水等功能，大大提高墙体涂料基层的强度，提高了墙体涂料的实
用寿命。

■■ 其它

沃特普粘结剂

特制胶黏泥加强型

特制胶黏泥

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

金牛粘胶泥

加强特制粘胶泥朝阳

飞马加强胶泥

WTP 抗裂砂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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