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凝胶绝热材料在高温领域的应用探究

中亨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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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热材料是工业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设备

能耗具有较大的影响。目前工业行业使用的隔热

材料主要有岩棉、陶瓷纤维、硅酸钙板等产品，

这类产品在低温时隔热效果尚可接受，但随着使

用温度的升高，导热系数也会急剧升高，隔热性

能急剧下降。 

        特别是冶金工业设备的温度通常较高，使用环

境恶劣。传统保温材料不能胜任，隔热效果不明

显。在当今节能减排要求日益提高的背景下，新

型纳米孔绝热材料逐渐引起关注并得到应用。

高温领域保温现状



技术原理

气凝胶 + 载体  =  气凝胶复合产品

n 粉末/ 颗粒 n 气凝胶纸 （0.1-0.4 mm） n 毡

n 气凝胶板 n 气凝胶玻璃 n 气凝胶玻璃（窗）



技术原理

纳米孔结构有效抑制热量传播——绝热到极致



性能 单位 检测数值 标准

耐火度 oC 1300 GB/T 11835

体积密度 Kg/m3 180~250 GB/T 5486-2008

常温耐压强度（压缩20%） MPa 0.64 GB/T 13480

 热导率
（热面温度：oC）

50 W/(m·K) 0.016 GB/T 10295

200 W/(m·K) 0.020 GB/T 10295

300 W/(m·K) 0.023 GB/T 10295

400 W/(m·K) 0.025 GB/T 10295

600 W/(m·K) 0.040 GB/T 10295

700 W/(m·K) 0.050 GB/T 10295

800 W/(m·K) 0.060 GB/T 10295

900 W/(m·K) 0.064 GB/T 10295

1000 W/(m·K) 0.073 GB/T 10295

技术性能指标



气凝胶在工业设备及管道的应用

锅炉、炼解炉、
干燥机和窑的
保温

汽轮机
的保温

沉淀器/过滤
器的内衬的
保温

导管、
烟道的
保温

储罐的
保温

蒸馏塔的
保温

流程管道
的保温

冷流程管
道的保温

容器保温

阀门箱和
其他松散
填充材料
的保温



气凝胶在石油石化领域的应用

稠油开采环节：饱和蒸汽、过热蒸汽、热水



材料优势

散热量大

管道温度
升高1℃，
每年增加8
万元燃煤
能耗

施工刺痒

纤维渣球
使工人处
在亚健康
环境

狭小空间
无法施工

消防隐患

保温性能
和防火性
能难以兼
优

潮湿老化

保温材料
遇水霉变
老化

更换频繁

通常每3~5
年需更换
一次保温
材料

气凝胶可避免传统保温工程应用常出现的问题



材料优势

气凝胶保温层很薄降低热损失

性能指标

传统保温材料

气凝胶毡

岩棉 高温玻璃棉 硅酸铝棉

防水性 —— 不防水、保温工程需另做防水层 憎水率>99%

抗压性 —— 板状：脆性大，易碎；毡状：压缩性变大 压缩回弹率>90%

使用寿命

年限 干燥环境：3~5 年；潮湿环境：1~2 年 10年以上

老化程度

长期运行后，受自重和管壳变形进水等因素影响，保温层易出现解体、
沉降、脱落现象；长距离输送温降大、保温失效。

1. 原位复合，一体成
型，抗拉抗压，振动
质量损失率<1%;
2. 20年模拟测试，线
收缩率<1%，各项指
标几乎不变



材料优势

气凝胶稳定性远优于传统保温材料



项目名称：国丰钢铁第一炼钢厂

项目时间：2018年9月

项目内容：采用双层10mm厚纳米材料的隔热技术替换原有保温层

实施效果：比使用原有保温材料的钢包包壳平均温度低约60 ℃，降低吨钢成本约2元/吨

案例一



改造前后数据对比：

案例一



改造前后数据对比：

案例一



开浇时采用同一红外测温枪测试对比：

案例一

原钢包红外线测试温度 改造后钢包红外线测试温度



拆除永久层后与原有保温层对比：

案例一

原钢包拆除永久层后已看不
到保温层，粉化掉了

改造钢包永久层拆除后可见保温
层，且保温层和铁壳永久层之间
粘结紧密



效益分析：

案例一

与原钢包相比，两区域中亨新材钢包包壁温度降低了42℃--62.3℃，转

炉钢水出钢后至LF炉进站温损降低约9.0℃-11.1℃，中包浇注20min时比原

钢包钢水温度高1.3℃-2.3℃。

与原钢包相比，80吨钢包耐材投入成本上升1.01元/吨，120吨上升0.92元/

吨；在两种钢包均为正常周转红包情况下，中亨新材钢包在80吨LF炉用电平均

节省301KW.h/包，120吨用电平均节省518KW.h/包。经成本总和测算，80吨食

用中亨新材钢包后可降低约1.93元/吨，120吨可降低约1.75元/吨。



项目名称：敬业集团钢包节能改造项目

项目时间：2018年1月

项目内容：将两层10mm厚纳米绝热板置于耐材层与钢包铁壳间，替代原有保温层

实施效果：比使用原保温材料钢包包壳温度降低约59℃ ，减少炼钢过程中钢水温度

损失约9℃ 左右,，年节能效益千万以上

案例二



案例二

改造前后数据对比：



项目名称：包钢集团稀土板材厂钢包保温项目
项目地点：包头市
施工日期：2018年3月
项目概述：包钢集团稀土板材厂260吨钢包，在重新砌筑钢包耐火材料时，将硅钛板用高温胶固定在耐材层
与钢包铁壳间，替代原有保温层，钢水在包运行时间约180min。
测试结果：比使用原保温材料钢包包壳温度降低约65℃ ，减少炼钢过程中钢水温度损失约11℃ ，节能效果
明显。

案例三



案例四

河北六合化工管道保温

项目名称：河北六合化工有限公司

项目地点：河北邢台

施工日期：2017年10月

项目概述：新建项目采用双层10mmNPS进行改造。使用仅20mm即满足保温需求，节约成本。



u2013年04月   被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评为“中国防火建材行业科技创新质量创优十佳品牌”

u2013年05月   被河北省人民政府评为“省重点项目”

u2013年05月   被河北省质量信息协会认定为协会理事单位

u2013年07月   被河北省发改委评为“河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百强企业”

u2013年07月   被河北省人民政府评为“河北省龙头企业”

u2013年08月   被河北省信用评价中心评为“河北省AAA百家诚信经营示范单位”

u2013年10月   被河北省工信厅列为“河北省知识产权试点”

u2013年10月   与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建立真空绝热板科研示范基地

u2013年12月   被国家科技部评为“高新技术企业”

u2013年12月   与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达成VIP墙体保温一体化技术研发协议，并被设为绿色建筑配套材料推荐选用 基地

u2014年01月   被邯郸市建设局设为“绿色建材示范基地”

企业荣誉



u2014年06月   被邯郸市科技局设为“工程技术研发部”

u2014年09月   被河北省土木建筑学会认定为“第一届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学术委员会单位会员”

u2014年09月   被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认定为“纳米绝热保温材料产业化基地”

u2014年09月   被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认定为“绿色建筑选用材料示范基地”

u2014年09月   公司产品入选“绿色建筑选用产品导向目录”

u2014年09月   公司获得“绿色建筑选用产品证明商标准用证”

u2014年11月   荣获“河北省第二届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

u2014年12月   被国家住建部评定为“全国建设行业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u2015年04月   被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认定为协会会员单位

u2015年10月   被邯郸市科技局认定为“邯郸市纳米孔绝热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u2015年12月   被河北省质量奖评审委员会评为“河北省名牌产品” 

企业荣誉



u2015年12月   被中国机冶建材工会全国委员会评为“宏宇杯”建材行业技术革新奖技术开发类三等奖 

u2016年01月   被河北省国防科技工业局、河北省发改委、河北省军区司令部联合认定为“河北省军民融合型企业”

u2016年03月   被被动式低能耗建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认定为联盟理事单位

u2016年04月   被中国节能协会第七届理事会认定为理事会会员单位

u2016年08月  被河北省科学技术厅评为“河北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承担单位

u2016年12月   被河北省科学技术厅评为“科技小巨人”称号

u2017年06月   被中国制冷协会产业联盟评定为会员单位

u2017年07月   荣获中国工程标准化协会“工程建设推荐产品证书”

u2017年07月   荣获中国工程标准化协会“绿色建筑节能推荐产品证书”

u2017年08月   被中国制冷学会任命为“保温隔热专业委员会委员”

u2017年11月   被国家科技部确认为“国家科技成果”，科技水平国际先进。国家新材料技术成熟度8级。

企业荣誉



企业荣誉



企业荣誉



企业荣誉



2019 谢谢您的观看！
中亨新材时刻守护着您与家人的安全和健康

中亨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vokesi.com

联系电话：0310-63366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