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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工程用WR防水耐根穿刺排水板。

本标准由北京建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建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高建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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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 防水耐根穿刺排水板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WR防水耐根穿刺排水板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由排水板和高分子防水片材复合而成的WR防水耐根穿刺排水板。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8173.1-2012 高分子防水材料 第1部分：片材

GB/T 328.21-2007 建筑防水卷材试验方法 第21部分：高分子防水卷材 接缝剥离性能

JC/T 1075-2008 种植屋面用耐根穿刺防水卷材

JC/T 2112-2012 塑料防护排水板

3 术语

WR防水耐根穿刺排水板

WR防水耐根穿刺排水板由具备耐根穿刺性能的排水板和高分子防水片材复合而成，同时具有防水、

排水、耐根穿刺功能的一种防水材料。

4 分类和标记

4.1 分类

WR防水耐根穿刺排水板按所复合的高分子防水片材分为：WR-1（具备耐根穿刺性能的排水板和聚乙

烯均质片材复合而成），WR-2（具备耐根穿刺性能的排水板和聚乙烯丙纶片材复合而成），每类产品按

理化性能分为Ⅰ型和Ⅱ型。

4.2 标记

按产品名称、分类、排水板厚度、凹凸高度/高分子防水片材厚度（芯材厚度）、幅宽、长度、标

准编号的顺序标记

示例：由厚度为1.0mm、高度为8mm的排水板和厚度为1.0mm的Ⅱ型聚乙烯片材复合而成的WR防水耐

根穿刺排水板，其宽度为1000mm，长度为20m标记为：

WR防水耐根穿刺排水板WR-1-Ⅱ1.0 8/1.0 1000×20 XXX-2019

5 要求

5.1 规格尺寸与外观



Q/DXDFZ 0009—2019

2

5.1.1 厚度、凹凸高度、宽度及长度

厚度、凹凸高度、宽度、长度应不小于生产商明示值。排水板薄膜厚度不小于0.50mm，凹凸高度不

小于8mm。

5.1.2 外观

排水板应边缘整齐，无裂纹、缺口、机械损伤等可见缺陷。

每卷板材接头不得超过一个。较短的一段长度应不少于2000mm，接头处应剪切整齐，并加长300mm。

5.2 排水板物理性能

排水板物理性能应符合表1规定。

表 1 检测项目及结果

5.3 高分子防水片材的物理性能

高分子防水片材应满足GB 18173.1-2012中5.3.1里JS2或5.3.2里FS2的指标要求

5.4 复合强度

排水板和高分子防水片材的复合强度不得小于3.0N/mm

5.5 耐根穿刺性能

WR防水耐根穿刺排水板应具有耐根穿刺性能。

6 试验方法

6.1 试件制备

6.1.1 排水板

序号 项目 技术标准 检测指标 单项结论

1 拉伸性能

伸长率为10％时拉力纵向最大拉力

/(N/100mm)
≥350 385 合格

伸长率为10％时拉力横向最大拉力

/(N/100mm)
≥350 368 合格

断裂伸长率/％ ≥25 35 合格

2 撕裂性能/N ≥100 135 合格

3 压缩性能
压缩率为20％时最大强度/kPa ≥150 163 合格

极限压缩现象 无破裂 无破裂 合格

5
热老化

伸长率为10％时拉力保持率 ≥80 86 合格

断裂伸长率保持率/％ ≥70 74 合格

压缩率为20％时最大强度保持率 ≥90 95 合格

低温柔度 -10℃ 无裂纹 无裂纹 合格

6 纵向通水量cm
3
/s（侧压力150kPa） ≥10 21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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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在（23±2）℃下放置24h后进行裁取，所取每组试件应在样品长度方向均匀分布。试件尺寸与

数量见表4、表5、表6规定。

表 2 排水板试件尺寸与数量

序号 项目 尺寸（纵向×横向） （mm） 数量 （个）

1 拉伸性能 约280×100 纵横向各5

2 撕裂强度 约200×100 纵横向各5

3 压缩性能 约100×100 5

4 低温柔度 约200×50 5

5 热老化

拉伸性能 约280×100 纵横向各5

压缩性能 约100×100 5

低温柔度 约200×50 5

6 纵向通水量 300×150 2

6.1.2 高分子防水片材

高分子防水片材的试件制备按GB 18173.1-2012中6.3.1的规定进行。

6.1.3 复合强度

复合强度的试件制备按GB/T328.21-2007中的第7章的规定进行.

6.1.4 耐根穿刺性能

耐根穿刺性能的试样准备按JC/T1075-2008中附录A.6的规定进行。

6.2 厚度

排水板的厚度测试按JC/T2112-2012中6.2的规定进行。高分子防水片材的厚度GB 18173.1-2012中

6.1.2的规定进行。

6.3 凹凸高度

凹凸高度测试JC/T2112-2012中6.3的规定进行。

6.4 宽度、长度

宽度、长度测试JC/T2112-2012中6.4的规定进行。

6.5 外观

目测观察。

6.6 排水板的物理性能

6.6.1 拉伸性能

排水板拉伸性能测试按JC/T2112-2012中6.7的规定进行。

6.6.2 撕裂性能

排水板撕裂性能测试按JC/T2112-2012中6.8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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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 压缩性能

排水板压缩性能测试按JC/T2112-2012中6.9的规定进行。

6.6.4 耐热性

自粘层的耐热性测试按GB23441-2009中5.9.1的规定进行。

6.6.5 温柔度

排水板低温柔度测试按JC/T2112-2012中6.10的规定进行。

6.6.6 不透水性

自粘层的不透水性按GB/T328.10-2007中的B法进行试验，采用十字开缝板。

6.6.7 热老化

排水板热老化测试按JC/T2112-2012中6.11的规定进行。

6.6.8 纵向通水量

纵向通水量测试按JC/T2112-2012中6.12的规定进行。

6.7 高分子防水片材的物理性能

高分子防水片材的物理性能测试按GB 18173.1-2012中6.3的规定进行。

6.8 复合强度

复合强度的测试按GB/T328.21-2007中第7章的规定进行、其计算与结果按GB/T328.21-2007中第8

章的规定进行

6.9 耐根穿刺性能

WR防水耐根穿刺排水板的耐根穿刺性能试验按JC/T1075-2008中附录A的规定进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按检验类型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1.1 出厂检验

检验项目包括：厚度，凹凸高度，宽度，长度，外观，排水板的拉伸性能、压缩性能、低温柔度，

高分子防水片材的拉伸强度、拉断伸长率、不透水性、低温弯折，复合强度。

7.1.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技术要求中所有规定，在下列情况下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或产品定型鉴定时；

b) 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耐根穿刺性能每 5 年进行一次；

c) 原材料、工艺等发生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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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产品停产六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7.2 组批

以同一类型、同一规格10000m
2
为一批，不足10000m

2
亦作为一批。

7.3 抽样

在每批产品中随机抽取五卷进行规格尺寸、外观检查。

在上述检查合格后，从复合前的排水板和高分子防水片材中随机抽取一卷取至少2m长的全幅宽试样

进行物理力学性能试验，从复合后WR耐根穿刺排水板中随机抽取一卷取至少1m长的全幅宽试样进行复合

强度试验。

7.4 判定规则

7.4.1 厚度、凹凸高度、宽度、长度、单位面积质量、外观

厚度、凹凸高度、宽度、长度、外观均符合5.1、5.2规定时，判其上述试验项目合格。

若其中有两项试验结果不符合标准规定，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若其中有一项试验结果不符合标准

规定，对不合格的项，允许在该批产品中再随机抽五卷重新检验。若该项试验结果达到标准规定，则判

该批产品合格；否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7.4.2 物理力学性能、复合强度、耐根穿刺性能

物理力学性能的试验结果均符合5.2、5.3的规定，复合强度的试验结果符合5.4的规定，耐根穿刺

性能符合5.5的规定，则判该批产品物理力学性能合格。

除耐根穿刺性能外，其他项目中若有两项性能试验结果不符合标准规定，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若

其中仅有一项不符合标准规定，允许在该批产品中随机另取一卷进行单项复验。若该项符合标准规定，

则判该批产品物理力学性能合格；否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7.4.3 总判定

试验结果符合标准第5章全部要求时判该批产品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8.1 标志

产品外包装上应包括：

a) 生产商名、地址；

b) 商标；

c) 产品标记；

d) 生产日期或批号；

e) 贮存与运输注意事项；

f) 检验合格标识。

8.2 包装

产品采用适于运输和贮存的方式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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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运输与贮存

运输与贮存时，不同类型、规格的产品应分别立放，不应混杂。避免日晒雨淋，注意通风。贮存温

度不应高于45℃。

运输时应防止倾斜或侧压，必要时加盖苫布。

在正常贮存与运输条件下，贮存期自生产之日起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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