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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抗穿刺可折叠阻燃片材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抗穿刺可折叠阻燃片材

及其制备方法，其技术方案要点是该抗穿刺可折

叠阻燃片材为层状结构，包括:基材层、折叠层、

黏结层，所述基材层在片材中间，所述折叠层上

下两边各通过一层黏结层与每个基材层的一边

热压复合黏结，基材层之间位于同一水平线，并

且基材层与基材层之间不相互接触。该抗穿刺可

折叠阻燃片材在具备十分优良的折叠性能的同

时，保证了片材的阻隔防水和阻燃性能，满足了

片材在复杂、恶劣的环境中，抗断裂、抗撕裂、抗

老化、抗穿刺、抗拉强度等各种性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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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抗穿刺可折叠阻燃片材，其特征在于：该抗穿刺可折叠阻燃片材为层状结构，包

括:基材层(1)、折叠层(2)、黏结层(3)，所述基材层(1)在片材中间，所述折叠层(2)上下两

边各通过一层黏结层(3)与每个基材层(1)的一边热压复合黏结，基材层(1)之间位于同一

水平线，并且基材层(1)与基材层(1)之间不相互接触；

所述基材层(1)包括以下组分:HDPE和MPE树脂100份、弹性体30-50份、白油10-25份、无

机填料1-3份、稳定剂0.5-1份和抗老化剂0.5-1份；

所述折叠层(2)包括以下组分:弹性体40-60份、环氧树脂10-30份、碳酸钙3-5份、钛白

粉1-3份和抗氧剂0.5-1份；

所述黏结层(3)包括以下组分：聚氨酯丙烯酸酯50-70份、萜烯树脂40-55份、SBS热塑性

弹性体10-30份、碳酸钙5-12份和助剂0.5-1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穿刺可折叠阻燃片材，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材层(1)中HDPE

和MPE树脂份数比例3:2；弹性体为SBS热塑性弹性体，无机填料为碳酸钙、氧化镁中的一种

或两种组成的混合物，稳定剂包括光稳定剂和热稳定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穿刺可折叠阻燃片材，其特征在于：所述折叠层(2)中弹性

体为POE、PBE、EVA和SBS中的一种或几种组成的混合物，环氧树脂为端氨基聚醚和端氨基聚

氨酯共固化的环氧树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穿刺可折叠阻燃片材，其特征在于：所述黏结层(3)中助剂

为抗老化剂。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穿刺可折叠阻燃片材，其特征在于：折叠层(2)的个数由片

材折叠方式和片材的尺寸决定。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穿刺可折叠阻燃片材，其特征在于：该片材的制备方法包括

以下制备步骤：

第一步：将基材层(1)原料放入高速混合机混合均匀，在100℃-120℃的温度下，混合

40min-80min，转速为800-1200r/min，得到共混物，将共混物采用白油裹覆，然后挤出压延

成型，得到片材基材层(1)；

第二步：将折叠层(2)中原料共混，然后将上述共混后的材料通过双螺杆挤出机熔融塑

化，物料通过机头口模挤出，流涎成均匀熔体后，采用两辊压延机将混料压延成折叠层(2)；

第三步：将黏结层(3)原料在反应釜中混合搅拌60min，温度115℃，涂覆在基材层(1)两

面，形成黏结层(3)，然后将折叠层(2)与每个基材层(2)的一面通过黏结层(3)热压复合，冷

却，制成片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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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抗穿刺可折叠阻燃片材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片材，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抗穿刺可折叠阻燃片材及其制备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对建筑材料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原有的建材已不能

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防水片材主要是用于建筑墙体、屋面、以及公路、垃圾填埋场、污水处

理站等场所，起到抵御外界雨水、地下水渗漏的一种可卷曲成卷状的柔性建材产品，作为工

程基础与建筑物之间无渗漏连接，是整个工程的第一道屏障。近年来，防水片材是纸胎外面

涂盖防水涂料，其韧性、抗裂性能、抗穿刺性能较差，表面保护层与基体之间粘接力差，使用

寿命短，容易发生渗漏事故。

[0003] 由于城市综合管廊和地铁隧道结构的复杂性，我们要求片材具备可折叠的性能，

一般向其中加入弹性体，使片材变得较为柔软，便于折叠，但是这样使得片材的抗断裂、抗

撕裂、抗老化、抗穿刺、抗拉强度等各种性能均难以达到实际防水系统对防水片材的技术要

求。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抗穿刺可折叠阻燃片材及

其制备方法，该抗穿刺可折叠阻燃片材在具备着十分优良的折叠性能的同时，保证了片材

的阻隔防水和阻燃性能，满足片材在复杂、恶劣的环境中，抗断裂、抗撕裂、抗老化、抗穿刺、

抗拉强度等各种性能的要求。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抗穿刺可折叠阻燃片材为层状结构，包括:基材层、折叠层、黏结层，所述基材

层在片材中间，所述折叠层上下两边各通过一层黏结层与每个基材层的一边热压复合黏

结，基材层之间位于同一水平线，并且基材层与基材层之间不相互接触。

[0006] 所述基材层包括以下组分:HDPE和MPE树脂100份、弹性体30-50份、白油10-25份、

无机填料1-3份、稳定剂0.5-1份和抗老化剂0.5-1份；所述基材层中HDPE和MPE树脂份数比

例3:2；弹性体为SBS热塑性弹性体，无机填料为碳酸钙、氧化镁中的一种或两种组成的混合

物，稳定剂包括光稳定剂和热稳定剂。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HDPE和MPE树脂在白油的作用下充分混合，使得片材有着

很好的抗穿刺强度、直角撕裂强度和断裂强度；同时耐候性能优异。

[0008] 所述折叠层包括以下组分:弹性体40-60份、环氧树脂10-30份、碳酸钙3-5份、钛白

粉1-3份和抗氧剂0.5-1份；所述折叠层中弹性体为POE、PBE、EVA和SBS中的一种或几种组成

的混合物，环氧树脂为端氨基聚醚和端氨基聚氨酯共固化的环氧树脂。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折叠层具备很好的柔韧性，其优良的弯曲强度，可以使得

折叠层在使用的次数中需要多次折叠，可以很好地充当折叠层结构材料，其抗弯、抗压和抗

冲击强度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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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黏结层包括以下组分：聚氨酯丙烯酸酯50-70份、萜烯树脂40-55份、SBS热塑

性弹性体10-30份、碳酸钙5-12份和助剂0.5-1份。所述黏结层中助剂为抗老化剂。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得基材层和折叠层之间有着十分优异的黏结性能，在

高温、低温环境下的粘结强度远远地大于标准要求，萜烯树脂对于SBS热塑性弹性体热熔胶

体系有着优良的相容性、耐候性和增粘效果，使得片材有着极高的撕裂强度。

[0012] 进一步地，折叠层的个数由片材折叠方式和片材的尺寸决定。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可以根据不同需求来设置片材的结合方式和尺寸选择。

[0014] 该片材的制备方法，制备步骤如下:

[0015] 第一步：将基材层原料放入高速混合机混合均匀，在100℃-120℃的温度下，混合

40min-80min，转速为800-1200r/min，得到共混物，将共混物采用白油裹覆，然后挤出压延

成型，得到片材基材层；

[0016] 第二步：将折叠层中原料共混，然后将上述共混后的材料通过双螺杆挤出机熔融

塑化，物料通过机头口模挤出，流涎成均匀熔体后，采用两辊压延机将混料压延成折叠层；

[0017] 第三步：将黏结层原料在反应釜中混合搅拌60min，温度115℃，涂覆在基材层两

面，形成黏结层，然后将折叠层与每个基材层的一面通过黏结层热压复合，冷却，制成片材。

[0018]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9] 1、折叠层的设置选择使得该片材有着十分优良的折叠性能，可以应用于城市综合

管廊和地铁隧道等结构复杂的场所的接角处，在满足片材的抗断裂、抗撕裂、抗老化、抗穿

刺、抗拉强度等各种性能的同时具备很优良的折叠性能。

[0020] 2、该片材基材层选择HDPE和MPE混合树脂，使得片材有着良好的阻隔性能和抗穿

刺性能，可以防止水的渗透，可以应用于恶劣环境，例如酸雨、海边，有着很好的耐候性和耐

腐蚀性能；基材具备很好的的抗热老化性能和阻燃性能，可以实现耐久性和屋顶耐用性

[0021] 3、该片材各个结构层之间有着很强的粘结强度，在高低温等恶劣环境下，可以很

好地保持片材的结构稳定性。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多个折叠层片材结构的示意图；

[0023] 图2为一个折叠层片材结构的示意图；

[0024] 图中：1、基材层；2、折叠层；3、黏结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一种抗穿刺可折叠阻燃片材，该抗穿刺可折叠阻燃片材为层状结构，包括:基材层

1、折叠层2、黏结层3，所述基材层1在片材中间，所述折叠层2上下表面两边各通过一层黏结

层3与每个基材层1的一边热压复合黏结，基材层1之间位于同一水平线，并且基材层1与基

材层1之间不相互接触。

[0026] 所述基材层1包括以下组分:HDPE和MPE树脂100份、弹性体30-50份、白油10-25份、

无机填料1-3份、稳定剂0.5-1份和抗老化剂0.5-1份。所述HDPE和MPE树脂份数比例3:2；所

述弹性体为SBS热塑性弹性体，所述无机填料为碳酸钙、氧化镁中的一种或两种组成的混合

物，所述稳定剂包括光稳定剂和热稳定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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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所述折叠层2包括以下组分:弹性体40-60份、环氧树脂10-30份、碳酸钙3-5份、钛

白粉1-3份和抗氧剂0.5-1份，所述环氧树脂为端氨基聚醚和端氨基聚氨酯共固化的环氧树

脂。

[0028] 所述黏结层3包括以下组分：聚氨酯丙烯酸酯50-70份、萜烯树脂40-55份、SBS热塑

性弹性体10-30份、碳酸钙5-12份和助剂0.5-1份，所述助剂为抗老化剂。

[0029] 该片材可根据折叠方式和片材的尺寸来设置折叠层2个数，可以根据不同需求来

设置片材的结合方式和尺寸选择。

[0030] 该阻隔片材的制备方法，制备步骤如下:

[0031] 第一步：将基材层1原料放入高速混合机混合均匀，在100℃-120℃的温度下，混合

40min-80min，转速为800-1200r/min，得到共混物，将共混物采用白油裹覆，然后挤出压延

成型，得到片材基材层1；

[0032] 第二步：将折叠层2中原料共混，然后将上述共混后的材料通过双螺杆挤出机熔融

塑化，物料通过机头口模挤出，流涎成均匀熔体后，采用两辊压延机将混料压延成折叠层2；

[0033] 第三步：将黏结层3原料在反应釜中混合搅拌60min，温度115℃，涂覆在基材层1两

面，形成黏结层3，然后将折叠层2与每个基材层1的一面通过黏结层3热压复合，冷却，制成

片材。

[0034] 实施例1-5，各结构层组分如表1：

[0035] 表1：实施例1-5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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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0037] 实施例6-10，各结构层组分如表2：

[0038] 表2：实施例6-10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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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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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各实施例的测试项目及测试标准如表3。

[0042] 表3：测试指标

[0043]

[0044] 实施例1-5的测试结果如表4：

[0045] 表4：实施例1-5测试结果

[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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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0048] 实施例6-10的测试结果如表5：

[0049] 表5：实施例6-10测试结果

[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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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0052] 实验结果分析：

[0053] 通过表中实施例1-10分析发现，片材有着很好的不透水阻隔性能，可在0.3Mpa，2h

条件下不透水，片材有着十分优良的的弹性与韧性，整体结构强度与稳定性有了很大提升；

阻燃性能至少在B1以上，可达到A级，难燃甚至不燃，抗穿刺性能高于行业标准，抗穿刺力在

120N及其以上，最高可达到150N。低温柔韧性能优异，可在-40℃条件下不产生任何裂纹，有

着很好的焊接接缝强度和粘结力，≥4N/mm，最高达到7N/mm。

[0054] 该抗穿刺可折叠阻燃片材在具备着十分优良的折叠性能的同时，保证了片材的阻

隔防水和阻燃性能，满足片材在复杂、恶劣的环境中，抗断裂、抗撕裂、抗老化、抗穿刺、抗拉

强度等各种性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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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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