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0312787.6

(22)申请日 2020.03.13

(73)专利权人 昆山科顺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 215312 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巴城镇

石牌毛纺路565号

(72)发明人 黄龙香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润禾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44446

代理人 林伟斌

(51)Int.Cl.

B32B 27/02(2006.01)

B32B 27/36(2006.01)

B32B 27/32(2006.01)

B32B 15/20(2006.01)

B32B 33/00(2006.01)

B32B 38/08(2006.01)

B32B 37/10(2006.01)

B32B 37/08(2006.01)

E04B 1/66(2006.01)

E04D 5/10(2006.01)

E02D 31/02(2006.01)

E21D 11/38(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带隔离层的有胎沥青防水卷材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带隔离层的有胎沥

青防水卷材及其生产工艺，所述带隔离层的有胎

沥青防水卷材，从上到下包括土工布层、上表面

涂盖料层、胎基层、下表面涂盖料层、下表面膜

层；所述土工布为致密型土工布，密度为80g/㎡

～100g/㎡，厚度为0.50mm～0.90mm。所述防水卷

材自带隔离层，不需要另设隔离层，大大缩短施

工周期，提高施工效率，降低总体造价；同时，可

有效避免施工不规范行为，及其造成的对卷材长

期使用寿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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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隔离层的有胎沥青防水卷材，其特征在于，从上到下包括土工布层、上表面涂

盖料层、胎基层、下表面涂盖料层、下表面膜层；所述土工布为致密型土工布，密度为80g/㎡

～100g/㎡，厚度为0.50mm～0.90m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隔离层的有胎沥青防水卷材，其特征在于，所述上表面

涂盖料层与下表面涂盖料层的厚度比例为(1～3):(2～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隔离层的有胎沥青防水卷材，其特征在于，所述胎基层

为200g/㎡～300g/㎡长纤聚酯胎基或为铜箔复合胎基。

4.根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一种带隔离层的有胎沥青防水卷材，其特征在于，所述胎

基层厚度为1.0mm～1.30mm，幅宽为1010mm～1020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隔离层的有胎沥青防水卷材，其特征在于，所述下表面

膜为可熔性PE膜或PET隔离膜。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带隔离层的有胎沥青防水卷材，其特征在于，所述可熔性

PE膜的厚度为0.015～0.030mm。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带隔离层的有胎沥青防水卷材，其特征在于，所述PET隔

离膜的厚度为0.020～0.04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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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隔离层的有胎沥青防水卷材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改性沥青防水卷材技术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带隔离层的有

胎沥青防水卷材。

背景技术

[0002] 防水卷材主要是用于建筑墙体、建筑地下室、底板、屋面、以及隧道、公路、垃圾填

埋场等处，起到抵御外界雨水、地下水渗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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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整个工程防水的第一道屏障，对整个工程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0003] 目前，市面上使用的防水卷材主要分为两大类，高聚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和高分

子防水卷材。其中，高聚物改性沥青有胎防水卷材因其耐高低温性能优异、拉伸性能好、伸

长率高、粘结性能好、自愈性强等性能，属于中高档型防水材料；高聚物改性沥青有胎防水

卷材是以聚酯胎、玻纤胎、玻纤增强聚酯胎等为胎基，以高分子聚合物(主要是SBS、APP、

SBR、橡胶等)为改性剂改性沥青作为涂盖料，以片状、粒状、片状矿物材料，合成高分子薄膜

为覆面材料制成的可卷曲的一类片状防水材料。

[0004] 高聚物改性沥青有胎防水卷材常见的施工方法有热熔法、自粘法、湿铺法、空铺

法、预铺法等。根据建筑防水的相关规定，高层建筑或者重要建筑的防水要求做到一级防

水。对于沥青卷材，需要两层卷材或者一层卷材加一层涂料才能达到一级防水的要求。做完

的沥青卷材防水层后，还需要在其上面表上做隔离层，才能浇筑混凝土保护层。隔离层主要

作用是避免后段施工时有异物硌破或者对其损坏。

[0005] 传统生产工艺，做完沥青卷材防水层施工后，需要在卷材表面覆上保护层，保护层

通常为土工布，才能在其上面浇筑保护层或进行其他的后段施工。隔离层主要作用是避免

后段施工时有异物硌破或者对其损坏。

[0006] 现有的关于隔离层施工工艺，会增加防水工程的工序，延长施工周期，效率低，同

时增加人员劳动工时，造价成本会有所增高。对于一些要求进度快的工程，施工周期长，对

其有较大的影响。甚至，在现场施工时，有些项目工地管理不规范，施工人员不遵守纪律，往

往会不做隔离层，或者不按要求规范做隔离层，后段的施工会对防水层咯破或损坏，对防水

施工效果会有较大的影响。更为严重的，会对卷材防水层的长期使用性造成较大的影响，降

低防水层的使用寿命。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旨在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至少一种缺陷(不足)，提供一种带隔离层的

有胎沥青防水卷材，不需另外设置隔离层，在确保防水效果的同时，有效缩短卷材的施工工

艺。

[0008] 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9] 所述带隔离层的有胎沥青防水卷材，从上到下包括土工布层、上表面涂盖料层、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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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下表面涂盖料层、下表面膜层；所述土工布为致密型土工布，密度为80g/㎡～100g/

㎡，厚度为0.50mm～0.90mm。

[0010]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土工布层为致密型土工布，可以与沥青卷材料牢固粘结，作为

隔离层可以防止被咯破或受到后段工序的损坏，同时也不增加较多的成本。本实用新型中，

由于采用了适当克重的土工布覆贴在有胎卷材上表面，取代原上表面膜，在现场施工中将

卷材使用合适的施工工艺进行施工，一次施工即可，不需要另设隔离层，大大缩短施工周

期，提高施工效率，降低总体造价；同时，可有效避免施工不规范行为，及其造成的对卷材长

期使用寿命的影响。

[0011] 进一步的，所述上表面涂盖料层与下表面涂盖料层的厚度比例为(1～3):(2～4)。

具体的，所使用的涂盖料可以选择为耐高温、耐低温等特性涂盖料，也可以为粘结性能强，

耐盐碱性能强，耐化学腐蚀性强等涂盖料。本实用新型考虑到下表面层为主要的施工面、迎

水面，其相应的厚度也较厚；下表面层厚度较厚，与施工基面粘结效果更好，剥离强度更高，

同时可以耐更高的水压，提高其防水性能，也可以提高卷材对施工基面的抗穿刺性能。

[0012] 进一步的，所述胎基层为200g/㎡～300g/㎡长纤聚酯胎基或为铜箔复合胎基。具

体的，所述铜箔复合胎基为耐根穿刺铜箔复合胎基。胎基层作为主要的力学增强材料，其力

学性能与其克重相对应，选择200g/㎡-300g/㎡，为沥青卷材主要的胎基规格，其拉力、撕裂

强度、抗张强度、伸长率、浸渍性、热尺寸稳定性等性能均符合要求，且易于供应。

[0013] 进一步的，所述胎基层厚度为1.0mm～1.30mm，幅宽为1010mm～1020mm。胎基层的

厚度不宜过厚，也不易过薄，厚度过厚，一来为了保持整体厚度，需要减少沥青层的厚度，降

低粘结效果、防水效果；二来为了保持粘结效果、防水效果，会增加整体厚度，增加沥青卷材

重量。胎基层过厚或过薄都不利于减量化、节约化生产；厚度过薄，胎基的生产工艺难度大，

增加制造成本，且厚度均匀性会降低。

[0014] 进一步的，所述下表面膜为可熔性PE膜或PET隔离膜。

[0015] 进一步的，可熔性PE用于热熔施工型沥青卷材，厚度为0.015～0.030mm，其可以耐

140～160℃料温，在卷材施工过程中，采用300℃明火喷灯烘烤下，可迅速熔化。

[0016] 进一步的，PET隔离膜用于自粘施工型沥青卷材，厚度为0.020～0.040mm，其可以

耐140～160℃料温，在卷材施工时，将其撕粘贴在基层上即可。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8] 本实用新型采用土工布覆贴在有胎卷材上表面，使用贴合辊将土工布紧压在卷材

上表面，取代原上表面膜，在现场施工中将卷材使用合适的施工工艺进行施工，一次施工即

可，不需要另设隔离层，大大缩短施工周期，提高施工效率，降低总体造价；同时，可有效避

免施工不规范行为，及其造成的对卷材长期使用寿命的影响；该带隔离层的有胎沥青防水

卷材适用于工业和民间建筑的屋面或者地下防水工程，也适用于单层卷材施工或用于多层

卷材施工的最表面层施工。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剖面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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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0] 本实用新型附图仅用于示例性说明，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为了更好

说明以下实施例，附图某些部件会有省略、放大或缩小，并不代表实际产品的尺寸；对于本

领域技术人员来说，附图中某些公知结构及其说明可能省略是可以理解的。

[0021] 实施例1

[0022]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所提供的带隔离层的有胎沥青防水卷材，从上到下包括土工

布层1、上表面涂盖料层2、胎基层3、下表面涂盖料层4、下表面膜层5；所述土工布为致密型

土工布，密度为80g/㎡，厚度为0.5mm。

[0023] 进一步的，所述上表面涂盖料层2与下表面涂盖料层4的厚度比例为2:3，具体的，

涂盖料符合GB  23441-2009的使用性能标准，下表面涂盖料层厚度为1.2mm，上表面涂盖料

层的厚度为0.8mm。

[0024] 进一步的，所述胎基层3为250g/㎡长纤聚酯胎基或为铜箔复合胎基。

[0025] 进一步的，所述胎基层3厚度为1.20mm，幅宽为1015mm。

[0026] 进一步的，所述下表面膜5为PET隔离膜，厚度为0.030m,。

[0027] 上述带隔离层的有胎沥青防水卷材的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28] S1、胎基布处理：

[0029] 先对胎基布进行预浸，使胎基经过沥青处理，经预浸后对胎基进行挤干，再使用涂

盖料进行涂覆；

[0030] S2：叠敷土工布层和下表面膜层：

[0031] 涂覆后的沥青卷材主体涂盖料层在驱动电机带动下，使用贴合压实辊进行覆下表

面膜层与覆土工布层；

[0032] S3：各层材料覆贴：

[0033] 沥青卷材主体涂盖料层经上下贴合压实辊进行覆贴，调节贴合间隙、贴合温度及

贴合压力下使各层材料进行覆贴，形成带隔离层的有胎沥青卷材；

[0034] S4：卷材的后期处理

[0035] 将制备好的带隔离层的有胎沥青卷材进行冷却、收卷、包装入库处理。

[0036] 步骤S1中将胎基进行预浸，使胎基经过沥青处理，将其空隙饱和化，使得胎基达到

防潮、防腐、防水等的保护作用，同时增大附着力。胎基经预浸后进行充分挤干，再使用功能

性涂盖料进行涂覆。胎基经涂盖槽和涂盖轧辊，使涂盖材料能够均匀、致密地涂盖在胎基两

面。

[0037] 步骤S2中下表面膜材在下表面膜放卷轴放出，膜材经过下贴合压实辊与沥青卷材

间隙，膜材与下表面层涂盖料覆贴，同时上表面土工布放卷轴发出土工布，土工布与上表面

层涂盖料覆贴。

[0038] 步骤S3中覆贴时通过适当压力将涂盖料轻微挤压，充分与下表面膜材与土工布压

实，就形成了带隔离层的有胎沥青卷材，其截面由上到下看，分别为土工布隔离层、上表面

涂盖料层、胎基层、下表面涂盖料层和下表面膜层。

[0039] 进一步的，步骤S1中通过调整胎基布的高度位置，来控制胎基布上、下表面涂盖料

层的厚度。具体的，如需要在下表面涂料层厚度较大，控制好轧辊间隙后，需要将胎基层稍

往上，从而使下表面多涂覆涂盖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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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进一步的，步骤S3中上下贴合压实辊间隙d1小于所述带隔离层的有胎沥青卷材的

厚度d2，d2与d1的差值范围为0.06mm。

[0041] 进一步的，步骤S3中使用冷冻循环水对下贴合压实辊进行冷却降温，冷却水的温

度为20℃。采用这种方法可以避免温度太高，造成烫膜或者造成膜材收缩。

[0042] 本实施例中使用该工艺生产出3.00mm  II型的自粘产品，执行标准为GB  23441-

2009自粘聚合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0043] 实施例2

[0044] 本实施例所提供的带隔离层的有胎沥青防水卷材，从上到下包括土工布层1、上表

面涂盖料层2、胎基层3、下表面涂盖料层4、下表面膜层5；所述土工布为致密型土工布，密度

为100g/㎡，厚度为0.7mm。

[0045] 进一步的，所述上表面涂盖料层2与下表面涂盖料层4的厚度比例为1:3，具体的，

涂盖料符合GB  23441-2009的使用性能标准，下表面涂盖料层厚度为1.7mm。

[0046] 进一步的，所述胎基层3为250g/㎡长纤聚酯胎基。

[0047] 进一步的，所述胎基层3厚度为1.30mm，幅宽为1020mm。

[0048] 进一步的，所述下表面膜5为PET隔离膜，厚度为0.030m。

[0049] 本实施例中生产出4.00mm  II型的自粘产品，执行标准为GB  23441-2009自粘聚合

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0050] 实施例3

[0051] 本实施例所提供的带隔离层的有胎沥青防水卷材，从上到下包括土工布层1、上表

面涂盖料层2、胎基层3、下表面涂盖料层4、下表面膜层5；所述土工布为致密型土工布，密度

为90g/㎡，厚度为0.9mm。

[0052] 进一步的，所述上表面涂盖料层2与下表面涂盖料层4的厚度比例为1:2，具体的，

涂盖料符合GB  23441-2009的使用性能标准，下表面涂盖料层厚度为1.8mm。

[0053] 进一步的，所述胎基层3为250g/㎡长纤聚酯胎基。

[0054] 进一步的，所述胎基层3厚度为1.15mm，幅宽为1020mm。

[0055] 进一步的，所述下表面膜5为可熔性PE膜，厚度为0.030m。

[0056] 本实施例生产出4.00mm  II型的自粘产品，执行标准为GB  23441-2009自粘聚合物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0057] 实施例1～3以及对比例1～3制备的防水卷材样品的性能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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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0059] 显然，本实用新型的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所作的

举例，而并非是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的限定。凡在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书的精神

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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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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