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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顶臣科技有限公司

一、产品介绍：

现浇混凝土复合外保温（岩棉）免拆模板，是以复合外保温岩棉免拆模板

为外模板，内侧浇筑混凝土，外侧做水泥砂浆抹面层及饰面层，通过连接件将

岩棉免拆模板与混凝土牢固连接在一起而形成带有无空腔保温的混凝土墙体，

产品简称岩棉免拆模板。

二、
产品用途：

1.框架结构、框剪结构和剪力墙结构的梁、柱、剪力墙部分的现浇混凝土工程

2.采暖与非采暖空间的现浇混凝土楼板部位保温工程。

四、产品优越性：

1.设计施工技术简单，达到一体化技术要求，实现建筑保温与结构同寿命

的目的；

2. 采用多层结构设计型式，具有较高的强度和良好的保温性能，保温板

两侧由无机材料包覆，具有良好的防火性能；

3.采用柔性渐变逐层释放应力理论，设置了保温过渡层，在温度变化

时减少了温度应力，防止外墙保温体系开裂等质量问题；

4.保温与模板合二为一，减少施工工序及模板消耗，降低工程造价；

符合绿色建筑标准规定。

三、产品性能指标：

用于免拆模板的竖丝岩棉主要性能指标

项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密度(kg/m3) ≥140

GB/T5480酸度系数 ≥1.8

纤维平均直径(um) ≤6.0

渣球含量(粒径大于 0.25mm) ≤7.0% GB/T5480

体积吸水率(%) ≤5.0 GB/T5480

导热系数(W/m·K) (平均温度25℃) ≤0.046 GB/T10294或 GB/T10295

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MPa) ≥0.15 GB/T30804

压缩强度(MPa) ≥0.2 GB/T13480

五、企业简介：

新疆顶臣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3月14日，位于新疆昌吉自治州

呼图壁县工业区，规划建筑占地面积17.8万平方米，是一家集研发、生产

和销售于一体的高端外墙保温材料企业。公司注册资金3000万元，总投

资3.2亿元人民币，总设备投资2亿元人民币，2021年产量5.5万吨，主营

业务收入1.65亿元人民币。我公司岩棉生产线采用德国先进的技术和工艺，

年生产建筑外墙外保温用岩棉制品10万吨。

企业名称：新疆顶臣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昌吉州呼图壁县大丰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陈华水

联系电话：17699209999 0994-6119995



乌鲁木齐鑫诺精城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鑫诺精城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位于新疆乌鲁木齐

米东区铁厂沟化工工业园开泰南路 2446 号，占地面积 30 亩，专注于建筑节

能材料的生产，从事建筑节能与结构一体化技术的应用推广。

公司致力于新型高效节能保温材料的研发生产，推广保温与结构装饰一体

化技术的应用，不断引进国内外先进设备，总投资 1000 多万元。同时自主研

发改变现有节能与结构一体化产品的生产及施工模式，具备生产装饰复合岩棉

免拆模板的能力。

乌鲁木齐鑫诺精城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现有三项发明专利、十二项实用新型

专利，拥有建筑与结构一体化生产线两条，年生产能力达到 100 万平方米，

日均生产能力达到 5000 平方米。2021 年生产复合一体板 30 万平方米，主营

业务收入 5400 万元。

采用岩棉两侧聚氨酯双面封边形成公母槽，专业为大模内置体系提供 A 级

材料防火隔离带，该产品具有防火效果好、施工方便、物美价廉的特点。

硬质聚氨酯板装饰聚氨酯复合板 装饰岩棉免拆模板

岩棉免拆模板性能指标

项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无装饰岩棉免拆模板 装饰岩棉免拆模板

热阻(m2·K/W) 符合设计要求 GB/T 13475

抗折破坏荷载(N) ≥2000 / GB/T 19631

抗弯承载力(KN/m2) /

挠度为 Lo/150(为

3500mm)时，均布荷

载不应小于 0.5

GB/T 23932

抗冲击强度(J) ≥10.0 /

JGJ 144
拉伸粘

结强度

(MPa)

原强度

≥10.0 /耐水强度

耐冻融强度

承载性

能

(MPa)

平拉强度

/

≥0.12 JG/T 360

耐水 48小时

后平拉强度
≥0.10 GB/T 1452

压缩强度 ≥0.15 GB/T 8813

热固型硬质聚氨酯板泡沫塑料主要性能指标

检测项目 计量单位 质量指标 检测结果

导热系数（23℃） W/（m·k) ≤0.024 0.022
压缩强度 kPa ≥150 214
吸水率 % ≤3.0 2.5

燃烧性能 B1级 氧指数 % ≥30 31.0

公司坚持以科技创新为立足点，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一直秉承 “优质

的产品、优质的服务、优良的信誉”为宗旨，满足客户需求为我们目标，为新

疆建筑节能事业做出贡献 。

公司名称：乌鲁木齐鑫诺精城节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秦俭

联系电话：0991-4335558 18999928955



玛纳斯县正新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玛纳斯县正新保温材料有限公司位于昌吉州玛纳斯县塔西河工业园区，

成立于 2016年 10月，前身为“新疆新正保温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

于岩棉板、岩棉条、岩棉毡等岩棉制品的研究、生产及销售的企业。

我司引进中国船舶重工 702所年产 4万吨岩棉生产线。岩棉产品均采用

优质玄武岩、白云石等为主要原材料，经 1450℃以上高温熔化后采用国际

先进的四轴离心机高速离心成纤维，同时喷入一定量粘结剂、防尘油、憎水

剂后经集棉机收集、通过摆锤法工艺，加上三维法铺棉后进行固化、切割，

形成不同规格和用途的岩棉产品。

二、产品用途及特性：

（一）岩棉可根据不同用途制成：毡、条、管、粒状、板状等，应用于：

1.工业用途：核电站，发电厂、化工厂、大型窑炉保温等；
2.建筑用途：建筑外墙外保温、屋面及幕墙保温，隔离带等；
3.船舶用途：船舱、船上卫生单元、船员休息室，动力仓等；

4.农业用途：蔬菜、瓜果、花卉的工厂化无土栽培等。
（一）保温性能好，岩棉制品导热系数小，保温绝热效果好，节能效果明

显。防火性能强，达到国家 A级防火材料要求。遇火不会产生有毒烟气和

熔融滴落物，为建筑及人体安全提供安全可靠防火的保障。
（三）卓越的吸声、隔音性能。岩棉制品纤维分布均句，制品表面多孔，

内部孔隙率高，是一种良好的多孔吸声材料。

（四）化学稳定性好，可保证长期使用。由于岩棉制品化学成分稳定，可
在各类环境中长期使用

（五）对保温体无腐蚀作用。对被保温体即使是不锈钢，岩棉产品也没有

任何腐蚀作用，特别适用于工业保温。

（六）绿色建材，对人体无害。岩棉制品有机物含量低,不含石棉，对人
体无害。

三、主要成品展示：

岩棉条：1200mm×150mm×100mm 岩棉板： 1200mm×600mm×
100mm
四、产品特性：

用于免拆模板竖丝岩棉主要性能指标

项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密度(kg/m3) ≥140
GB/T5480

酸度系数 ≥1.8

导热系数(W/m·K)(平均温度 25℃) ≤0.046 GB/T10294或 GB/T10295

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MPa) ≥0.15 GB/T30804

压缩强度(MPa) ≥0.2 GB/T13480

五、企业宗旨：

“管理创造价值，服务提升优势，品质至上，服务至优”是我司的发展理
念。团结、创新、务实、奋进是公司矢志不渝的追求。公司倍加珍惜每分荣
誉，坚持"质量第一、用户至上、以质兴业、 以优取胜”的经营宗旨，不断

将优秀岩棉产品贡献社会，与社会各界优势互补、同创辉煌!
六、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昌吉州玛纳斯县工业园区塔西河产业区北区经三南路

法人代表：张树正 销售热线：朱强 13999929281

公司网址：http://www.xjymb.com公司邮箱：46120059@qq.com

http://www.xjymb.com
mailto:46120059@qq.com


新疆绿翔西部岩棉有限公司

新疆绿翔西部岩棉有限公司是新疆绿翔投资有限公司下属

公司，绿翔投资公司主要经营领域涉及城市热力、供排水、道路等市政基础设

施，锅炉制造安装，塑业管道、节水产品生产安装，建材生产销售，建筑施工，

水利水电，旅游开发等。

新疆绿翔西部岩棉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年 1月，位于吐鲁番地区托克逊

县，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建筑外墙外保温用

玄武岩岩棉制品的生产企业。项目总投资一亿元人民币，规划建筑占地 10万

平方米，年生产能力达到 12万吨的生产规模。2021年产量 3.5万吨，主营业

务收入 1.12亿元，是西部地区专业生产玄武岩棉外墙保温材料系列专业化公

司之一。公司拥有雄厚的专业技术人才 20余人，专业骨干精英人才 30余人，

员工 150余人。

新疆绿翔西部岩棉有限公司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实现全自动化数控生产

线，始终坚持以科技为依托，不断开拓创新，研制多种新产品，产品符合国家

A级防火材料标准。公司运用 IS9000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模式，坚持“质量第

一，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生产的岩棉产品，酸度系数可达 2.03，经多次行

业抽检均合格，在同类产品中名列前茅。我公司将产品质量贯穿整个生产过程，

以雄厚的技术力量，先进的生产工艺，精良的检测设备，高素质的员工以及尖

端的技术及周到的售前售后服务，让企业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

用于免拆模板竖丝岩棉主要性能指标

项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密度(kg/m3) ≥140
GB/T5480

酸度系数 ≥1.8

导热系数(W/m·K)

(平均温度 25℃)
≤0.046 GB/T10294或 GB/T10295

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

强度(MPa)
≥0.15 GB/T30804

压缩强度(MPa) ≥0.2 GB/T13480

公司真诚为用户全程服务，解决应用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为用户制定

合理的应用运行方案。秉承“科技为先导，质量为生命”的宗旨，我们愿与合

作的客户共创双赢。热忱欢迎各界朋友莅临公司考察指导，共同开创美好未来。

新疆绿翔西部岩棉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振友

联系电话：0991-8526342 13319896419



新疆西部金科建材有限公司

一、产品介绍：

玄武岩棉条是以玄武岩为主要原材料，经高温融熔加工而成的无机纤维板。

XPS 挤塑板，是以聚苯乙烯树脂为原料加上其它的原辅料与聚合物，通过

加热混合同时注入催化剂，然后挤塑压出成型因而制造的高硬度板。

二、产品用途：

岩棉产品广泛应用于建筑外墙保温、一体板复合、石油化工、农业等领域。

XPS 挤塑板应用于墙体保温、平面混凝土屋顶及钢结构屋顶的保温，低温

储藏地面、机场跑道等领域的防潮保温，是目前建筑业物美价廉、品质俱佳的

隔热、防潮材料。

三、产品特性：

用于免拆模板竖丝岩棉主要性能指标

项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密度(kg/m3) ≥140
GB/T5480

酸度系数 ≥1.8

导热系数(W/m·K)(平均温度 25℃) ≤0.046 GB/T10294或 GB/T10295

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MPa) ≥0.15 GB/T30804

压缩强度(MPa) ≥0.2 GB/T13480

四、产品优越性 ：

作为建筑节能防火材料，岩棉的防火等级为 A级，能有效防止火势蔓延，

岩棉是理想的隔音材料，产品憎水率可达到 98％，吸水率极低，无毛细渗透，

且化学性质稳定，不会被腐蚀或产生霉变。

五、企业简介：

新疆西部金科建材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各种优质岩棉制品的大型生产型

企业。于 2017成立，座落在新疆兵团农六师土墩子农场西泉工业园。公司占

地 140亩，总投资 2.5亿元。主要生产玄武岩棉板、岩棉条、防火隔离带、XPS

挤塑板等新型保温材料，年产岩棉制品 12万吨、XPS 挤塑板 20万立方米。本

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并配备完善的试验、检验设备。过硬的

产品质量使我们的产品销往疆内、国内多个地区，也使新疆西部金科建材有限

公司成为国内同行业中的领先者。

企业名称：新疆西部金科建材有限公司

地址：新疆昌吉州阜康市土墩子农场西泉

三连工业园区经一路 6号
法人代表：何纪伟

电 话：13899975571 座机：0994-3566333



新疆家和岩棉

新疆家和岩棉品牌成立于 2016年，疆内拥有 3个大型工厂，包含 4条大

型生产线：

阜康市家和新型保温建材有限公司（位于农六师土墩子农场西泉工业园

区）；

吉木萨尔县家和新型保温建材有限公司（位于吉木萨尔县北三台工业园

区）；

阿拉尔市家和新型保温建材有限公司（位于阿拉尔第一师阿拉尔工业园

区）。

阜康市家和总投资 1.5 亿元，近三年累计上缴税收总额 2500万元。公司主打

产品岩棉板、岩棉条、岩棉卷毡、岩棉管壳、防火隔离带等各种岩棉制品，2021
年产岩棉制品 12万吨，主营业务收入 3亿元。

用于免拆模板竖丝岩棉主要性能指标

项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密度(kg/m3) ≥140
GB/T5480

酸度系数 ≥1.8

导热系数(W/m·K)
(平均温度 25℃)

≤0.046
GB/T10294或
GB/T10295

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

度(MPa)
≥0.15 GB/T30804

压缩强度(MPa) ≥0.2 GB/T13480

竖丝岩棉制品

家和岩棉产品均采用优质玄武岩、白云石等为主要原材料，经 1450℃以

上高温溶化后采用国际先进的四轴离心机高速离心成纤维，同时喷入一定量粘

结剂、防尘油、憎水剂后经集棉机收集、通过摆锤法工艺，加上三维法铺棉后

进行固化、切割，形成不同规格和用途的岩棉产品。

公司始终把“扩大经营规模、实行品牌战略、加强企业管理”作为企业的

发展目标，坚持“以诚信为本，客户至上”的服务宗旨，以“质量求生存，效

益求发展”的经营理念为企业文化。

阜康市家和新型保温建材有限公司

吉木萨尔县家和新型保温建材有限公司

阿拉尔市家和新型保温建材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李海波

联系电话：13364776888 1513014444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原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六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兵团六建）。创建于 1951年，是新中国成立后，

新疆最早成立的建筑企业，迄今已有 70多年的奋斗历程，是新疆和兵团建设领

域的骨干建筑企业之一。公司注册地在新疆石河子市，总部位于新疆乌鲁木齐

市水磨沟区绿地中心蓝海大厦，注册资本金 12.36亿元。2018年 12月企业改制，

更名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下设五大工程公司、

两个独立法人单位。

兵团六建是以房屋建筑为主，集房屋装饰装璜、设备租赁、商贸物流、水

利水电、公路和市政工程施工等为一体的综合型国有建筑企业。具有建筑工程

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

二级、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二级、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公路交通工程（公路安全设施）

专业承包二级等 13项专业承包资质。现有各类建造师注册人员共 112人，其中

一级建造师 33人（含建筑、水利水电、市政类专业）。二级建造师 79人（含

建筑、水利水电、市政、公路、机电类专业）；高级职称 25人（含建筑工程、

安全、市政、工程造价专业、财会）；中级职称 142人（含建筑工程、水利、

结构、工程造价、市政、电气、安全、质检、机械、给排水、机电、暖通、装

饰装修、财会、经济等各类专业）；建筑类“八大员”持证人员 375人；安管

证书持有人数 169人（含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建筑类技术工人证书 157人；建筑类电工、架子工、起重机信号、起重

司机类特殊工种证书 33人。

近年来，兵团六建以疆内市场为依托，实施“东进西出”的市场布局，坚

持“做优、做精房建主业、突出装配式转型发展”的经营理念，在国内，产业

范围已扩展到江苏、四川、湖南、湖北、甘肃等国内多个省市；在国外，参与

了俄罗斯、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委内瑞拉、安哥拉、塞拉利昂等多个国家

工程项目的建设。先后承建了石河子大学医学院住院二部、叶城维吾尔医医院、

石河子机场航站楼、乌鲁木齐市儿童福利院残疾儿童生活综合服务楼、塔里

木大学图书综合信息楼、乌鲁木齐会展医院、和田玉泉湖、和田凯旋国际公

馆、塔里木大学文科楼、中泰雅居住宅小区、图木舒克市舒心壹号小区、新

疆库尔勒市领地凯旋国际公馆、和田凯旋国际公馆、北新佳境、华域龙湾、

石河子大学一带一路项目、宝华城市之星等建设项目。所建设的项目曾获得

鲁班奖、天山杯、市政金杯、昆仑杯、建工杯、白玉兰奖等多项荣誉，六建

先后被授予自治区先进企业、国家和自治区“重合同，守信用企业”、自治

区文明工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单位、全国工人先锋号等荣誉

称号。

兵团六建秉承“以人为本、艰苦创业、优质

高效、团结奉献”的企业精神，愿与各界朋

友携手共赢，同创灿烂辉煌的美好明天！

公司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绿地中

心蓝海大厦 18楼
法人代表：董世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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