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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防水装饰材料技术领域，特别提

供了一种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及制备方法和

应用，防水装饰粘合板由以下结构组成：PTFE片

材覆面，特制耐高温粘接材料涂覆，隔离保护层；

其中特制的粘接材料由以下原材料组成：沥青30

～40份，芳烃油10～20份，增粘树脂10～15份，

SIS 5-8份、改性橡胶5～10份，KT树脂2-3份，丁

基胶粉3-7份，重钙粉15-20份。本发明提供的节

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其粘接料性能满足

GB23441-2009防水卷材的标准要求，PTFE覆面有

很好的抗老化性能，不但起到了防水的作用，更

具有美观的装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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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其特征在于，其粘接材料按重量份计，包括如下组分：

沥青30～40份，芳烃油10～20份，增粘树脂10～15份，SIS  5-8份、改性橡胶5～10份，KT树脂

2-3份，丁基胶粉3-7份，重钙粉15-20份。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沥青为道路石油沥

青，型号为90号或70号；所述芳烃油为倾点-30℃、闪点200℃以上的透明芳烃油。

3.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增粘树脂为C9树

脂、萜稀树脂、松香树脂、古马龙树脂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SIS熔融指数为0.1～0.2。

4.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丁基胶粉为含量

88％以上，细度在160～200目之间的市售丁基胶粉；所述的过重钙粉为细度在200目以上的

白色粉末。

5.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改性橡胶为丁苯

橡胶，KT树脂为马来酸酐接枝PE。

6.制备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

骤：

1)按照上述重量份数配比，将沥青和芳烃油搅拌加热升温至155～165℃；

2)将SIS边搅拌边加入到步骤1)中的混合料中，升温到170℃，恒温至SIS完全融化；

3)将改性橡胶、丁基胶粉和KT树脂按比例边搅拌边加入到步骤2)的混合料中，至分散

均匀；

4)将步骤3)中得到的混合料降温至150～160℃，按比例将增粘树脂边搅拌边加入步骤

3)得到的混合料中，至完全融化，分散均匀；

5)将步骤4)中得到的混合料降温至130～140℃，按比例将重钙粉边搅拌边加入到步骤

4)制得的混合料中，至分散均匀；

6)将步骤5)制得的混合料恒温在130～140℃，形成稀稠度合适的粘接料，再由生产设

备涂覆于PTFE高分子片材上，生产出不同规格的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

7.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的用途，其特征在于，用于装饰屋面或

立墙场所的防水装饰工程。

8.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的施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屋面或立

墙冷粘接施工，预留搭接边粘接，保持整体外观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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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及制备方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防水装饰材料技术领域，特别提供了一种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及制

备方法和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在防水领域，应用最多的是屋面、立墙、厨卫间、而相对于这样部位的施工，对防水

产品的要求也相对较低，一般产品都能满足，特别是屋面和立墙，做完防水后，同时还需要

设置保护层或装饰层，保护防水层，美化外观，这样就浪费了人力、物力和资金，因此我们开

发这种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其粘接材料具有优异的粘结性能，与水泥基面粘接牢固，又

具有达到110℃的耐高温性能，防水老化效果明显，覆面的PTFE为非降解材料，还具有自清

洁功能，可用于外漏使用，并可以做成不同颜色用于装饰，节省了资源，提高了防水材料使

用寿命，是一种真正节能型的防水装饰于一体的材料。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及制备方法和应用，以解决防水施工

后再做保护层，浪费资源的问题，同时解决了传统防水产品耐热性差，老化快不适用于外漏

使用的难题。

[0004] 本发明是这样是实现的，一方面，提供一种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包括有粘结材

料，其粘结材料按重量份计，包括如下组分：沥青30～40份，芳烃油10～20份，增粘树脂10～

15份，SIS  5-8份、改性橡胶5～10份，KT树脂2-3份，丁基胶粉3-7份，重钙粉15-20份。

[0005] 进一步地，所述沥青为道路石油沥青，型号为90号或70号；所述芳烃油为倾点-30

℃、闪点200℃以上的透明芳烃油。

[0006] 进一步地，所述的增粘树脂为C9树脂、萜稀树脂、松香树脂、古马龙树脂中的一种

或多种；所述SIS熔融指数为0.1～0.2。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的丁基胶粉为含量88％以上，细度在160～200目之间的市售丁基

胶粉；所述的过重钙粉为细度在200目以上的白色粉末。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的改性橡胶为丁苯橡胶，KT树脂为马来酸酐接枝PE，均为市售产

品。

[0009] 另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上述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0] 1)将沥青和芳烃油搅拌加热升温至155～165℃；

[0011] 2)将SIS边搅拌边加入到步骤1)中的混合料中，升温到170℃，恒温至SIS完全融

化；

[0012] 3)将改性橡胶、丁基胶粉和KT树脂按比例边搅拌边加入到步骤2)的混合料中，至

分散均匀；

[0013] 4)将步骤3)中得到的混合料降温至150～160℃，按比例将增粘树脂和聚丙烯酰胺

一同边搅拌边加入步骤3)得到的混合料中，至完全融化，分散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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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5)将步骤4)中得到的混合料降温至130～140℃，按比例将重钙粉边搅拌边加入到

步骤4)制得的混合料中，至分散均匀；

[0015] 6)将步骤5)制得的混合料恒温在130～140℃，形成稀稠度合适的粘接料。

[0016] 7)将步骤6)制得的粘接料，再由生产设备涂覆于PTFE高分子片材上，生产出不同

规格的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

[0017] 上述的粘合板用于装饰屋面或立墙场所的防水装饰工程。

[0018] 上述粘合板的施用方法为，在屋面或立墙冷粘接施工，预留搭接边粘接，保持整体

外观于一体。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满足GB23441-2009、JC/T1075-2008标准要

求的各项性能指标，同时改善了传统防水材料耐热性低，不适合外漏使用的难题，非常适用

于屋面或立墙场所的防水装饰工程使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具体的实施方案，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的解释说明，但并不用于限制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下面结合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发明。

[0021] 本发明的沥青、芳烃油、增粘树脂、SIS、KT树脂、改性橡胶、丁基胶粉、重钙粉是通

过本领域技术人员已知的常规技术制备的，或直接购买获得。本发明实施例中PTFE(聚四氟

乙烯)等来自市高分子材料，本发明实施中提及的其它各种试剂均来自满足指标要求的市

售厂家。

[0022] 实施例1、

[0023]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其粘结料按重量份数计，由以下原料

组成：道路石油沥青90号36份，芳烃油15份，增粘树脂12份，SIS  7份，改性橡胶8份，丁基胶

粉5份，KT树脂2份，重钙粉15份。本实例中增粘树脂为萜烯树脂。

[0024] 称取36份90号沥青和15份芳烃油，搅拌加热至160℃；本实施例中加入90号沥青的

质量36kg，芳烃油的质量为15kg；

[0025] 将SIS  7份加入上述混合料中，升温170℃，恒温搅拌至SIS融化完全，时间90min；

[0026] 将改性橡胶8份和丁基胶粉5份和KT树脂2份加入到上述恒温搅拌的混合料中，分

散均匀，时间60min；

[0027] 将上述混合料降温到155℃，加入增粘树脂12份，直至萜烯树脂融化分散均匀在混

合料中，时间30min；

[0028] 将上述混合料降温至135℃，加入重钙粉15份，搅拌至重钙粉均匀分散在混合料

中，时间60min；

[0029] 将上述制得的混合料恒温在130℃，形成稀稠度合适的粘结料，再由生产设备涂覆

于PTFE高分子材料上，生产出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

[0030] 将本实例1提供的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应用屋面或其它立墙场所的防水装饰工

程领域，可根据实际需要生产出不同厚度长度宽度等规格的防水装饰粘合板。

[0031] 实施例2、

[0032]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其粘结料按重量份数计，由以下原料

组成：道路石油沥青70号34份，芳烃油15份，增粘树脂14份，SIS  8份，改性橡胶6份，丁基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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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5份，KT树脂3份，重钙粉15份。本实例中增粘树脂为C9石油树脂。

[0033] 称取34份70号沥青和15份芳烃油，搅拌加热至165℃；本实施例中加入70号沥青的

质量34kg，芳烃油的质量为15kg；

[0034] 将SIS  8份加入上述混合料中，升温170℃，恒温搅拌至SIS融化完全，时间90min；

[0035] 将改性橡胶6份和丁基胶粉5份和KT树脂3份加入到上述恒温搅拌的混合料中，分

散均匀，时间60min；

[0036] 将上述混合料降温到160℃，加入增粘树脂14份，直至C9石油树脂融化分散均匀在

混合料中，时间30min；

[0037] 将上述混合料降温至140℃，加入重钙粉15份，搅拌至重钙粉均匀分散在混合料

中，时间60min；

[0038] 将上述制得的混合料恒温在135℃，形成稀稠度合适的粘结料，再由生产设备涂覆

于PTFE高分子材料上，生产出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

[0039] 将本实例2提供的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应用屋面或其它立墙场所的防水装饰工

程领域，可根据实际需要生产出不同厚度长度宽度等规格的防水装饰粘合板。

[0040] 实施例3、

[0041] 提供一种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其粘结料按重量份数计，由以下原料组成：道路

石油沥青70号32份，芳烃油12份，增粘树脂11份，SIS  6份，改性橡胶9份，丁基胶粉7份，KT树

脂3份，重钙粉20份。本实例中增粘树脂为松香树脂。

[0042] 称取32份70号沥青和12份芳烃油，搅拌加热至155℃；本实施例中加入70号沥青的

质量32kg，芳烃油的质量为12kg；

[0043] 将SIS  6份加入上述混合料中，升温170℃，恒温搅拌至SIS融化完全，时间90min；

[0044] 将改性橡胶9份和丁基胶粉7份和KT树脂3份加入到上述恒温搅拌的混合料中，分

散均匀，时间60min；

[0045] 将上述混合料降温到150℃，加入增粘树脂11份，直至松香树脂融化分散均匀在混

合料中，时间30min；

[0046] 将上述混合料降温至130℃，加入重钙粉20份，搅拌至重钙粉均匀分散在混合料

中，时间60min；

[0047] 将上述制得的混合料恒温在135℃，形成稀稠度合适的粘结料，再由生产设备涂覆

于PTFE高分子材料上，生产出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

[0048] 将本实例3提供的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应用屋面或其它立墙场所的防水装饰工

程领域，可根据实际需要生产出不同厚度长度宽度等规格的防水装饰粘合板。

[0049] 实施例4、

[0050] 本发明提供一种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其粘结料按重量份数计，由以下原料组

成：道路石油沥青90号38份，芳烃油18份，增粘树脂15份，SIS  5份，改性橡胶6份，丁基胶粉5

份，KT树脂2份，重钙粉17份。本实例中增粘树脂为萜烯树脂。

[0051] 称取38份70号沥青和18份芳烃油，搅拌加热至165℃；本实施例中加入70号沥青的

质量38kg，芳烃油的质量为18kg；

[0052] 将SIS  5份加入上述混合料中，升温170℃，恒温搅拌至SIS融化完全，时间90min；

[0053] 将改性橡胶6份和丁基胶粉5份和KT树脂2份加入到上述恒温搅拌的混合料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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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均匀，时间60min；

[0054] 将上述混合料降温到160℃，加入增粘树脂15份，直至萜烯树脂融化分散均匀在混

合料中，时间30min；

[0055] 将上述混合料降温至140℃，加入重钙粉17份，搅拌至重钙粉均匀分散在混合料

中，时间60min；

[0056] 将上述制得的混合料恒温在140℃，形成稀稠度合适的粘结料，再由生产设备涂覆

于PTFE高分子材料上，生产出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

[0057] 将本实例4提供的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应用屋面或其它立墙场所的防水装饰工

程领域，可根据实际需要生产出不同厚度长度宽度等规格的防水装饰粘合板。

[0058] 实施例5、

[0059] 本发明提供一种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其粘结料按重量份数计，由以下原料组

成：道路石油沥青90号30份，芳烃油20份，增粘树脂14份，SIS  6份，改性橡胶10份，KT树脂

2.5份，丁基胶粉5份，重钙粉18份。本实例中增粘树脂为萜烯树脂。

[0060] 制备方法如下：

[0061] 称取30份70号沥青和20份芳烃油，搅拌加热至165℃；本实施例中加入70号沥青的

质量30kg，芳烃油的质量为20kg；

[0062] 将SIS  6份加入上述混合料中，升温170℃，恒温搅拌至SIS融化完全，时间90min；

[0063] 将改性橡胶10份和丁基胶粉5份和KT树脂2.5份加入到上述恒温搅拌的混合料中，

分散均匀，时间60min；

[0064] 将上述混合料降温到160℃，加入增粘树脂14份，直至萜烯树脂融化分散均匀在混

合料中，时间30min；

[0065] 将上述混合料降温至140℃，加入重钙粉18份，搅拌至重钙粉均匀分散在混合料

中，时间60min；

[0066] 将上述制得的混合料恒温在140℃，形成稀稠度合适的粘结料，再由生产设备涂覆

于PTFE高分子材料上，生产出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

[0067] 将本实例5提供的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应用屋面或其它立墙场所的防水装饰工

程领域，可根据实际需要生产出不同厚度长度宽度等规格的防水装饰粘合板。

[0068] 实施例6、

[0069]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其粘结料按重量份数计，由以下原料

组成：道路石油沥青90号40份，芳烃油10份，增粘树脂10份，SIS  7份，改性橡胶5份，KT树脂2

份，丁基胶粉3份，重钙粉20份。本实例中增粘树脂为萜烯树脂。

[0070] 制备方法如下：

[0071] 称取40份70号沥青和10份芳烃油，搅拌加热至165℃；本实施例中加入70号沥青的

质量40kg，芳烃油的质量为10kg；

[0072] 将SIS  7份加入上述混合料中，升温170℃，恒温搅拌至SIS融化完全，时间90min；

[0073] 将改性橡胶5份和丁基胶粉3份和KT树脂2份加入到上述恒温搅拌的混合料中，分

散均匀，时间60min；

[0074] 将上述混合料降温到160℃，加入增粘树脂10份，直至萜烯树脂融化分散均匀在混

合料中，时间约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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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将上述混合料降温至140℃，加入重钙粉20份，搅拌至重钙粉均匀分散在混合料

中，时间约60min；

[0076] 将上述制得的混合料恒温在140℃，形成稀稠度合适的粘结料，再由生产设备涂覆

于PTFE高分子材料上，生产出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

[0077] 将本实例6提供的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应用屋面或其它立墙场所的防水装饰工

程领域，可根据实际需要生产出不同厚度长度宽度等规格的防水装饰粘合板。

[0078] 通过上述实施例多制得的能节能型防水装饰粘合板，其主要检测数据如表1：

[0079] 表1

[0080]

序号 项目 要求指标 检测指标

1 耐热性 70℃2h无滑动 110℃2h无滑动

2 低温柔性 -20℃1h无裂纹 -22℃1h无裂纹

3 不透水 0.3MPa  30min不透水 0.5MPa  120min不透水

4 拉力 ≥800N/50mm 1100N/50mm

5 接缝剥离强度 ≥1.5N/mm 4.0N/mm

[008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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