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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涉及防水卷材技术领域，

公开了一种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包括依次叠覆设

置的防粘隔离膜、第一改性沥青自粘胶层、内增

强层、第二改性沥青自粘胶层和隔离层，隔离层

包括若干隔离砂；隔离砂包括矿料颗粒以及包裹

于矿料颗粒的外表面的白水泥壳体，白水泥壳体

的外表面设置有表面附着力促进层。通过设置白

水泥壳体可以平滑天然矿料颗粒的棱角并增强

隔离砂的抗紫外线能力，避免轧伤内增强层。通

过设置白水泥壳体和表面附着力促进层可以提

高隔离砂的耐水性、耐候性和水泥砂浆粘结性。

该改性沥青防水卷材不仅为施工作业提供“不粘

脚”的施工人员行走表面，还免除了水泥砂浆保

护层的设置，显著降低了施工成本和提高了施工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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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叠覆设置的防粘隔离膜、第一改性沥

青自粘胶层、内增强层、第二改性沥青自粘胶层和隔离层，所述隔离层包括粘覆于所述第二

改性沥青自粘胶层的表面的若干隔离砂；所述隔离砂包括矿料颗粒以及包裹于所述矿料颗

粒的外表面的白水泥壳体，所述白水泥壳体的外表面设置有表面附着力促进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其特征在于，所述表面附着力促进层包括

硅烷偶联剂涂层、钛酸酯偶联剂涂层和铬络合物偶联剂涂层中的任意一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改性沥青自粘胶层

的一侧设置有搭结边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其特征在于，所述搭结边结构为可揭除地

粘覆于所述第二改性沥青自粘胶层的防粘隔离边膜。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其特征在于，所述隔离砂的粒径为16目至

70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改性沥青自粘胶

层、所述内增强层和所述第二改性沥青自粘胶层的厚度之和为1mm至5m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其特征在于，所述内增强层包括聚酯纤维

胎体层或者高分子薄膜胎体层。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其特征在于，所述内增强层包括克重大于

或者等于220g/m2的长纤聚酯胎体层，或者克重大于或者等于150g/m2的聚乙烯层压交叉膜

胎体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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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涉及防水卷材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背景技术

[0002] 防水卷材是指可卷曲成卷状的柔性防水卷材，在建筑工程、隧道、地下防水工程等

领域的应用中处于主导地位。作为防水工程的第一道屏障，一旦防水卷材发生破损，外部水

就会在防水层和结构混凝土间流动，然后再从混凝土裂缝进入建筑物内部，形成窜水渗漏，

因此防水卷材的性能对于整个工程的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常用的防水卷材按照材料

的组成不同，一般可分为沥青防水卷材、高聚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和改性沥青防水卷材三

大类。其中沥青防水卷材的价格低廉，但是低温柔性差、温差敏感性大且防水耐用时间短，

属于低档防水卷材，仅适用于防水等级低的工程；高聚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具有高温不流

淌、低温不脆裂、拉伸强度高、延伸率大等特点，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具有耐热性和低温柔性

好、拉伸强度和抗撕裂强度高、耐腐蚀、耐老化等特点，这两种卷材属于中高档防水卷材，适

用于防水等级要求较高的工程。

[0003] 目前，现有的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多以聚酯毡或玻纤毡为胎基，以热塑性弹性体作

改性剂的沥青为浸涂层，再在浸涂层的两面覆以隔离材料制成的具有低温柔性较好的防水

卷材。其中上表面隔离材料可以采用聚乙烯膜或者矿物粒料，虽然相较于聚乙烯膜，采用矿

物粒料可以免于揭除隔离膜，简化了施工工艺，但是天然的矿物颗粒的耐水性差，而且由于

天然矿物颗粒的硬度大，因此易轧伤内增强层，进而影响防水卷材整体的不透水性能，存在

潜在的工程隐患。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一种耐水性好、耐用性强的改性沥青防水卷材，用以解决

现有的防水卷材中矿物颗粒易轧伤内增强层，进而影响不透水性能的问题。

[0005]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一种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包括依次叠覆设置的防粘隔离

膜、第一改性沥青自粘胶层、内增强层、第二改性沥青自粘胶层和隔离层，所述隔离层包括

粘覆于所述第二改性沥青自粘胶层的表面的若干隔离砂；所述隔离砂包括矿料颗粒以及包

裹于所述矿料颗粒的外表面的白水泥壳体，所述白水泥壳体的外表面设置有表面附着力促

进层。

[0006] 其中，所述表面附着力促进层包括硅烷偶联剂涂层、钛酸酯偶联剂涂层和铬络合

物偶联剂涂层中的任意一种。

[0007] 其中，所述第二改性沥青自粘胶层的一侧设置有搭结边结构。

[0008] 其中，所述搭结边结构为可揭除地粘覆于所述第二改性沥青自粘胶层的防粘隔离

边膜。

[0009] 其中，所述隔离砂的粒径为16目至70目。

[0010] 其中，所述第一改性沥青自粘胶层、所述内增强层和所述第二改性沥青自粘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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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厚度之和为1mm至5mm。

[0011] 其中，所述内增强层包括聚酯纤维胎体层或者高分子薄膜胎体层。

[0012] 其中，所述内增强层包括克重大于或者等于220g/m2的长纤聚酯胎体层，或者克重

大于或者等于150g/m2的聚乙烯层压交叉膜胎体层。

[0013]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包括依次叠覆设置的防粘隔离膜、

第一改性沥青自粘胶层、内增强层、第二改性沥青自粘胶层和隔离层，通过设置隔离层使改

性沥青防水卷材具有水泥反应的粘接施工特性，不仅为施工作业提供“不粘脚”的施工人员

行走表面，还免除了水泥砂浆保护层的设置，显著降低了施工成本和提高了施工效率。同

时，隔离层包括若干隔离砂，隔离砂包括由内至外依次叠设的矿料颗粒、白水泥壳体以及表

面附着力促进层，通过设置白水泥壳体可以平滑天然矿料颗粒的棱角，又可以提高隔离砂

的耐候性并增强隔离砂的抗紫外线能力，还可以在保证隔离砂具有一定硬度、强度的同时，

避免轧伤内增强层。通过设置表面附着力促进层可以提高隔离砂的耐水性和水泥砂浆粘结

性。

附图说明

[001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一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是

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

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一种改性沥青防水卷材的主视图；

[0016]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隔离砂的截面示意图；

[0017] 附图标记说明：

[0018] 1：内增强层；           2-1：第一改性沥青自粘胶层；

[0019] 2-2：第二改性沥青自粘胶层；            3：隔离层；

[0020] 4：防粘隔离边膜；       5：防粘隔离膜；    6：隔离砂；

[0021] 61：矿料颗粒；          62：白水泥壳体；   63：表面附着力促进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使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

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

述的实施例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

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

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3] 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上”

“下”“左”“右”“内”“外”均以附图所示方向为准。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根

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具体含义。

[0024] 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连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

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

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具体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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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一种改性沥青防水卷材的主视图，如图1所示，本实

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包括由下至上依次叠覆设置的防粘隔离膜5、

第一改性沥青自粘胶层2-1、内增强层1、第二改性沥青自粘胶层2-2和隔离层3，隔离层3包

括粘覆于第二改性沥青自粘胶层2-2的表面的若干隔离砂6。

[0026] 内增强层1是防水卷材的骨架，它使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具有一定的形状、强度和韧

性，从而保证防水卷材在施工过程中的铺设性和防水层的抗裂性。内增强层1可以采用玻纤

毡、聚酯毡、聚乙烯膜、金属箔或者上述两种材料的设置层。第一改性沥青自粘胶层2-1均匀

地涂覆于内增强层1的下表面，第二改性沥青自粘胶层2-2均匀地涂覆于内增强层1的上表

面。防粘隔离膜5粘覆于第一改性沥青自粘胶层2-1的下表面，使第一改性沥青自粘胶层2-1

与外界隔离。隔离层3粘覆于第二改性沥青自粘胶层2-2的上表面，使第二改性沥青自粘胶

层2-2与外界隔离，不仅为施工作业提供“不粘脚”的施工人员行走表面，还免除了水泥砂浆

保护层的设置，避免了改性沥青自粘胶长期暴露在空气中。

[0027] 如图2所示，隔离砂6为多层结构，由内而外依次为矿料颗粒61、白水泥壳体62和表

面附着力促进层63。矿料颗粒61可以采用天然的矿料颗粒，因而矿料颗粒61的外表面为不

规则的多棱角表面。在矿料颗粒61的外表面包裹一层白水泥壳体62，可以平滑矿料颗粒61

的锐利棱角，避免轧伤中层的内增强层1，进而提高了防水卷材的防水耐用性能。同时，白水

泥壳体62的强度和硬度低于天然矿料颗粒，因而当防水卷材受压时，白水泥壳体62可以起

到一定的缓冲作用，既保证了隔离砂6具备一定的硬度、不会碎裂，又避免隔离砂6的硬度过

大损伤内增强层1。具体地，白水泥壳体62的形状可以根据使用需要进行适当调整，可以为

圆形或者椭圆形。在一个具体地实施例中，白水泥壳体62为贴合矿料颗粒61的波浪外形，因

而隔离砂6与第二改性沥青自粘胶层2-2之间有更大的粘结接触面，同时在后续的铺设过程

中，隔离砂6与混凝土或者水泥砂浆之间也具有更大的粘结接触面，提高了隔离砂6的双重

粘接特性。

[0028] 另外，通过设置白水泥壳体62可以防止第二改性沥青自粘胶层2-2长期暴露在日

光下，进而抑制或者减缓第二改性沥青自粘胶层2-2的光老化。所谓光老化是指由于高分子

材料吸收了紫外线能量，进而引起一系列的光物理过程和光化学反应，导致材料发生光老

化，使得材料颜色变深、发脆、变硬、表面龟裂以及机械性能下降，以致无法再用。

[0029] 白水泥壳体62的外表面还设置有表面附着力促进层63。通过在白水泥壳体62的外

表面涂覆一层表面促着力促进层63，可以提高隔离砂6的耐水性和水泥砂浆粘结性，由于无

需去除隔离层3，因而将增强整个改性沥青防水卷材的防水性能，又提高了施工效率。

[0030] 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包括依次叠覆设置的防粘隔离膜、第一

改性沥青自粘胶层、内增强层、第二改性沥青自粘胶层和隔离层，通过设置隔离层使改性沥

青防水卷材具有水泥反应的粘接施工特性，不仅为施工作业提供“不粘脚”的施工人员行走

表面，还免除了水泥砂浆保护层的设置，显著降低了施工成本和提高了施工效率。同时，隔

离层包括若干隔离砂，隔离砂包括由内至外依次叠设的矿料颗粒、白水泥壳体以及表面附

着力促进层，通过设置白水泥壳体可以平滑天然矿料颗粒的棱角并增强隔离砂的抗紫外线

能力，还可以在保证隔离砂具有一定硬度、强度的同时，避免轧伤内增强层。通过设置表面

附着力促进层可以提高隔离砂的耐水性和水泥砂浆粘结性。

[0031] 进一步地，表面附着力促进层63包括硅烷偶联剂涂层、钛酸酯偶联剂涂层和铬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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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偶联剂涂层中的任意一种。通过设置表面附着力促进层63可以改善隔离砂6与外界之

间的界面作用，从而大大提高隔离砂6的耐水性和耐老化性能，可以在第二改性沥青自粘胶

层2-2与白水泥壳体62之间形成一个界面层，界面层能传递应力，从而增强了第二改性沥青

自粘胶层2-2与白水泥壳体62之间粘合强度，提高了隔离砂6的粘结性能，同时还可以防止

其它介质，如雨水、地下水等向界面渗透，改善界面状态，有利于隔离砂6的耐老化、耐应力

及耐候性能。

[0032] 进一步地，如图1所示，第二改性沥青自粘胶层2-2的左侧或者右侧可以设置有搭

结边结构。具体地，搭结边结构为可揭除地粘覆于第二改性沥青自粘胶层2-2的防粘隔离边

膜4。防粘隔离边膜4可以为聚丙烯(Po l y p r o py l e n e，简称PP)隔离膜、聚乙烯

(Polyethylene，简称PE)隔离膜、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简称PET)隔离膜及褶皱隔离纸中的任意一种。

[0033] 进一步地，隔离砂6的粒径为16目至70目。优选地，隔离层3由连续级配的30目至60

目的隔离砂6组成。

[0034] 进一步地，第一改性沥青自粘胶层2-1、内增强层1和第二改性沥青自粘胶层2-2的

厚度之和为1mm至5mm。优选地，第一改性沥青自粘胶层2-1、内增强层1和第二改性沥青自粘

胶层2-2的厚度之和为1.5mm至4mm。

[0035] 进一步地，内增强层1包括聚酯纤维胎体层或者高分子薄膜胎体层。

[0036] 更进一步地，内增强层1包括克重大于或者等于220g/m2的长纤聚酯胎体层，或者

克重大于或者等于150g/m2的聚乙烯层压交叉膜胎体层。

[0037] 下面结合两个具体的实施例来说明：

[0038] 实施例1：

[0039]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包括克重为220g/m2的长纤聚酯胎体内增强层、第一改性沥青

自粘胶层、内增强层、第二改性沥青自粘胶层、20目至40目的隔离砂组成的隔离层、防粘隔

离边膜及防粘隔离膜。其中，第一改性沥青自粘胶层、内增强层和第二改性沥青自粘胶层的

厚度之和为4mm。

[0040] 具体地，克重为220g/m2的长纤聚酯胎体内增强层的下表面涂覆有第一改性沥青

自粘胶层，上表面涂覆有第二改性沥青自粘胶层。在第二改性沥青自粘层2-2的上表面覆以

由连续级配的40目至60目的隔离砂组成的隔离层，隔离砂由内至外依次为矿料颗粒、白水

泥壳体和硅烷偶联剂涂层。位于该改性沥青防水卷材的右侧边部设有可揭除的防粘隔离边

膜，在第一改性沥青自粘胶层的下表面覆以可揭除的防粘隔离膜。

[0041] 实施例2：

[0042]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包括150g/m2聚乙烯层压交叉膜胎体内增强层、第一改性沥青

自粘胶层、内增强层、第二改性沥青自粘胶层、30目至60目的隔离砂组成的隔离层、防粘隔

离边膜及防粘隔离膜。其中，第一改性沥青自粘胶层、内增强层和第二改性沥青自粘胶层的

厚度之和为1.5mm。

[0043] 具体地，克重为150g/m2的聚乙烯层压交叉膜胎体内增强层的下表面涂覆有第一

改性沥青自粘胶层，上表面涂覆有第二改性沥青自粘胶层。在第二改性沥青自粘层2-2的上

表面覆以由连续级配的30目至60目的隔离砂组成的隔离层，隔离砂由内至外依次为矿料颗

粒、白水泥壳体和钛酸酯偶联剂涂层。位于该改性沥青防水卷材的左侧边部设有可揭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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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粘隔离边膜，在第一改性沥青自粘胶层的下表面覆以可揭除的防粘隔离膜。

[0044] 通过以上实施例可以看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包括依次叠覆

设置的防粘隔离膜、第一改性沥青自粘胶层、内增强层、第二改性沥青自粘胶层和隔离层，

通过设置隔离层使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具有水泥反应的粘接施工特性，不仅为施工作业提供

“不粘脚”的施工人员行走表面，还免除了水泥砂浆保护层的设置，显著降低了施工成本和

提高了施工效率。同时，隔离层包括若干隔离砂，隔离砂包括由内至外依次叠设的矿料颗

粒、白水泥壳体以及表面附着力促进层，通过设置白水泥壳体可以平滑天然矿料颗粒的棱

角并增强隔离砂的抗紫外线能力，还可以在保证隔离砂具有一定硬度、强度的同时，避免轧

伤内增强层。通过设置表面附着力促进层可以提高隔离砂的耐水性和水泥砂浆粘结性。

[0045]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

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

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实用新型各实施例技术

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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