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冷凝毡

Metal Building Condensation Control

金属结构屋顶冷凝保温降噪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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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公司介绍
COMPANY PROFILE

ABOUT US

关于我们

上海爱中建材设备有限公司 是
一家集科研、开发、生产于一体
的创新型企业，致力于轻钢结构
建材生产加工设计改良领域。专
注于轻钢冷弯压型机械的设计
制造和防冷凝解决方案设计，是
目前市场上唯一具备生产符合欧
盟标准的防冷凝毡的公司。

Shanghai TearStop Building 
Materials Equipment Co., Ltd. 
is an innovat ive enterpr ise 
integra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It is the only company in the 
Chinese Market that has got 
European standard approval.



公司引进国际先进的加工设备，结合荷兰、斯洛文尼

亚的精湛技术，以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为标准，

建有现代化生产车间。

公司主导产品为 TearStop 梯泊™防冷凝毡、保温降

噪毡等，能够有效延长建筑的使用寿命，改善人们生

产、居住环境。

公司始终践行“诚信，人本，规范创新”的核心价值观；

以“奉献节能精品，锻造民族品牌”为己任；通过专

业的生产技术、严谨的管理、超卓的设备着力打造优

质的环保节能精品，以“卓越的品质，优质的服务，

专业的售后，完善的营销网络”深受国内外客户一致

好评产品畅销欧美、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等国家。

爱中建材正向着成为最值得信赖和尊重的绿色新型建

材企业的目标不懈努力！



TearStop 梯泊™防冷凝毡是一种新型的针刺聚酯纤维无纺布，经特殊工艺处理后而

成的防冷凝结露材料。

从制作工艺上讲，TearStop 梯泊™防冷凝毡的技术要求要比一般的无纺布高得多。

TearStop 梯泊™防冷凝毡具有良好的防冷凝、降噪、保温、和耐老化性能，目前大

量用于钢结构建筑领域。

防冷凝毡以其独特的吸湿透气功能，使金属结构建筑内的潮气顺利通过屋顶的通风

气窗排出，从而有效延长建筑的使用寿命，防止金属建筑内冷凝滴水的发生，起到

防冷凝结露、保温、降噪、节能、改善人居环境的功能。

该产品独特的呼吸功能，成为全球建筑应用领域上的一项重大的发明和创新。

同时根据 TearStop 梯泊™防冷凝毡的防螨、防霉、抑制细菌、保温、降噪等功能，

被应用于金属防盗门、车库卷帘门、金属家具领域，成为必不可少的新型材料。

PRODUCT
INTRODUCTION 产品介绍

梯泊™防冷凝毡

新型材料



参数表
Parameters Sheet



TECHNICAL
CERTIFICASES 检测证书（防火，拉力，吸水测试）



TECHNICAL
CERTIFICASES 检测证书（防火，拉力，吸水测试）





冷凝问题的产生原因
原因一 内外温差 

原因二 相对湿度

Internal and external temperature difference

Relative humidity

空气中的水蒸汽饱和点是由空气的温度和气压决定的。冷凝一般发生在温度

下降的时候（日落后）。

在一个非保温板屋顶的建筑内，冷凝水汽将形成水滴滴落。TearStop 梯泊™

防冷凝毡，吸收并储存冷凝水汽，在温度升高后（日出后），使水汽顺利通

过屋顶气窗快速蒸发排出。

通常人们认为冷凝的水分来自室外，实则在建筑内生物活动增加了水汽。

来自房屋内部的暖湿空气进入金属屋顶下方的空间并阻塞在那里。

CAUSE OF
CONDENSATION 产生原因



如何解决钢结构建筑冷凝水问题？

近年来， 轻钢结构厂房因其工厂化生产、施工周期短、见效快、造价低、车间柱距小、跨度大、

便于机器排列、外形美观等优点被广泛应用到企业新建或扩建中去。然而，厂房在建成投产

时或者使用一段时间后，屋顶冷凝结露问题才凸显出来。

厂房保温效果恶化，出现吊顶大面积湿润和滴水现象。水珠在室内无规则的滴落，增加了厂

房内的空气湿度，产品质量受到影响，导致生产效率降低甚至被迫中断生产，造成巨大的经

济损失。

在纺织行业、发电行业、电子行业、飞机机库、养殖场、体育馆、卷烟厂、冶金、造纸、酒窖、

粮仓等对室内气候温度有严格要求的生产加工车间这种危害尤为明显。



如何解决钢结构建筑冷凝水问题？

TearStop ™防冷凝毡使用情况对比
TearStop™Anti-condensation felt use comparison

水珠在室内无规则的滴落，增加了

厂房内的空气湿度，产品质量受到

影响，导致生产效率降低甚至被迫

中断生产，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PRODUCT
FEATURES 产品功能

TearStop 梯泊™防冷凝毡 是一种经济环保的防冷凝结露解决方案，

它可以替代保温板和抽湿机来保护屋顶系统和建筑物里免受冷凝水的干扰。



PRODUCT
APPLICATION 产品应用

TearStop 梯泊™防冷凝毡 基础材质是特殊制作的自粘无纺布，经过覆膜辊压成型设

备贴合在钢板背面上，通过吸收由于钢构屋顶内侧出现冷凝结露而产生的水份，将

水份排入斜坡底部，并通过自然通风蒸发无纺布内的水份，从而替代保温材料（PU

发泡板，岩棉板，EPS,XPS, PIR）。

该建筑必须要有通风气窗。使用者可以轻松地通过完全自动化的设备来切割、贴合、

辊压，将这种无纺布附着在屋顶的钢板上。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产品特点

吸湿量大

节能材料

排水量大            

自粘性

拉伸强度高
Strong moisture absorption

Eco-friendly materials

Large displacement

Self-sticking

High tensile strength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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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克基材吸湿 700 克水分

健康环保 新型技术

阻燃等级高达 A2 级别

热熔阻燃环保胶粘性好，无
气味

远高于同克重无纺布材料承
受上百公斤拉力



PRODUCT
ADVANTAGE 产品优势

对于彩钢
压型板
厂家业主

对于
施工者

有效抗腐蚀

消防安全等级高

避免滋生霉菌

节省资金：与传统的解决方案相比，降低 40%

耐久性：不易破裂、撕裂或损坏。是标准的绝缘和蒸汽屏障

易于清洗：带软管或压力清洗机

产品增值，用途广泛

容易得到使用认可

良好的技术支持

节省施工时间：无需再安装保温材料，

一次性安装即可使用

轻松处理

梯泊™



APPLICATION
SCENARIO 应用场景

TearStop
梯
泊™
防
冷
凝
毡



使用 TearStop 梯泊™防冷凝毡
后，有效解决冷凝水，防

止腐坏锈蚀的问题

使用 TearStop 梯泊™防冷凝毡后，
仓库延长使用寿命 20 年

TearStop 梯泊™防冷凝毡



美国 - 泊船棚

爱尔兰 - 仓库

USA- BOAT SHED

IRELAND-WAREHOUSE



瑞士 - 飞机库 
SWITZERLAND-HANGAR



秘鲁 - 车棚
PERU-CARPORT



美国 - 别墅

新加坡 - 集装箱

USA-VILLA

SINGAPORE-CONTAINER



SILENCE
KING 静音王

金属屋顶吸音器

降低雨滴噪音

静音王降噪毡是一款专为金属建筑所设计的

具有自粘性的吸声产品。

能够有效降低雨滴的噪音并最大程度吸收室

内的声音。由于自身的多孔结构，静音王降

噪毡确保了吸声降噪的有效性。

相对来说，雨滴落到金属屋顶时所产生的噪

音要比直接落到地上的声音大很多，同时会

在整个建筑内传播，并迅速传播到室内，因

此会直接影响到室内人们的活动。

静音王降噪毡作为绝缘层能有效降低雨滴的

噪声。



室内吸音器

即使是在 1000 赫兹的环境下，静音王降噪

毡的吸声功能也可发挥到极致。

因此在噪音严重的地方 ( 例如金属和木制行

业 )，在降噪吸声方面它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由于金属吸声能力较弱且有回声，尤其是在

封闭的金属结构建筑内从事有噪音的活动，

噪音会比实际大很多。

如果结合其他的吸声材料，室内和门厅的噪

音可降至最低。



覆膜机

FACTORY 
EQUIPMENT 配套设备



双层屋顶板成型机

随着经济的发展，建筑轻钢结构在建筑上的应用不断普及，对生产设备的需求量不

断加大，对生产设备自动化要求也越来越高，公司投入力度研制开发了双层屋顶板

成型机，使用操作简便，提高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结构轻巧，设计合理，不断

更新进步，倍受轻钢建筑商及制品商的青睐和认可。

型材均为 1220mm 线圈宽度

注：波纹甲板能够形成 750,900 和 1220 线圈宽度

仪表 0.5 -07mm

刀片 25mm 两个甲板上有 1 套备用刀片

32-1000 成型工具



上海爱中建材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马吉路 28 号 2009 室

021-6380 8772      15800821990

info@alphamac.cn

电话：

邮箱：

诚邀代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