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D立体瓦.3D立体玻纤瓦

产品名称 3D立体瓦.3D立体玻纤瓦

公司名称 杭州天信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价格 1.00/平方

规格参数 品牌:天信

公司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西港新界2B201

联系电话 153-81001561 15381001561

产品详情

3D立体瓦,特点：3层叠加，使用寿命更长；犹如天然的石片瓦材，立体效果好，非一般的感觉。

 

产品名称:3D立体瓦 

长度(mm):1000mm 宽度(mm):333mm  

重量(kg/m2):每包33KG 外露面宽度(mm):148mm 包装:每包11片

1、多彩玻纤瓦的覆面材料

主要功能是保护沥青表层免受阳光直射，使沥青不易老化，不受风雨侵蚀，天信牌多彩玻纤瓦采用的是
高温瓷烤颗粒，色彩丰富而优雅，增强屋面的美观度，且永不褪色。

2、全天候改性防水沥青

沥青层能长时间的抵御风雨侵蚀，保护屋面不受潮湿影响。天信牌多彩玻纤瓦采用的是全天候改性沥青
，相比其余配比沥青，改性沥青含油量高，含脂量低，使得抗变形能力和感温性能更加优越，使产品不
易脆，具有更好的抗高温和抗低温性能，可有效提高抗老化能力。

3、玻纤瓦胎基

天信牌多彩玻纤瓦采用的是高克重、高稳定性的优质玻璃纤维胎基，能很好的提高沥青瓦的强度，耐水
性、耐久性、抗裂性、防渗漏性能等，大大提高了玻纤瓦的品质及其稳定性。

4、热熔自粘胶

自粘胶预热自动激活，天信牌多彩玻纤瓦采用独特配方调制的自粘胶能使瓦与瓦、瓦与基层之间牢固的



粘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坚实的整体，防水抗风性能突出。

特点：3层叠加，使用寿命更长；犹如天然的石片瓦材，立体效果好，非一般的感觉。

北京市 （010）

东城区 西城区 崇文区 玄武区 朝阳区 丰台区 石景山区 海淀区 门头沟区 房山区 通州区 顺义区 昌平区
大兴区 怀柔区 平谷区 密云县 延庆县(延庆镇)

上海市（021）

黄浦区 卢湾区 徐汇区 长宁区 静安区 普陀区 闸北区 虹口区 杨浦区 闵行区 宝山区 嘉定区 浦东新区
金山区 松江区 青浦区 南汇区 奉贤区 崇明县（城桥镇）（岛屿）

天津市 （022）

和平区 河东区 河西区 南开区 红桥区 塘沽区 汉沽区 大港区 东丽区 西青区 津南区 北辰区 武清区 宝坻区
蓟县 宁河县（芦台镇）静海县（静海镇）

重庆市（渝）（023）

渝中区 大渡口区 江北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南岸区 北碚区 万盛区 双桥区 渝北区 巴南区 万州区 涪陵区
黔江区 长寿区 江津区 合川区 永川区 南川区 綦江县（古南镇） 潼南县 铜梁县 大足县 荣昌县（昌元镇）
璧山县 垫江县（桂溪镇）武隆县（巷口镇） 丰都县（三合镇） 城口县（葛城镇） 梁平县（梁山镇）
开县 巫溪县（城厢镇）巫山县（巫峡镇） 奉节县（永安镇） 云阳县 忠县（忠州镇）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南宾镇）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葭镇）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钟多镇）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中和镇）

河北省 

邯郸市（0310）

丛台区 邯山区 复兴区 峰峰矿区 武安市 邯郸县（南堡乡东小屯村）临漳县（临漳镇）成安县（成安镇）
大名县（大明镇）涉县（涉城镇）磁县（磁州镇）肥乡县（肥乡镇）永年县（临洺关镇）邱县（新码头
镇）鸡泽县（鸡泽镇）广平县（馆陶镇） 魏县（魏城镇）曲周县（曲周镇）

石家庄市 （0311）

长安区 桥东区 桥西区 新华区 裕华区 井陉（jing）矿区 辛集市 藁（gao）城市 晋州市 新乐市 鹿泉市
井陉县(微水镇) 正定县（正定镇）栾城县（栾城镇）行唐县（龙舟镇）灵寿县（灵寿镇）高邑县（高邑
镇）深泽县（深泽镇）

赞皇县（赞皇真）无极县（无极镇）平山县（平山镇）元氏县（槐阳镇）赵县（赵州镇）

保定市 （0312）

新市区 北市区 南市区 定州市 涿州市 安国市 高碑店市 满城县（满城镇）清苑县（清苑镇）易县（易州镇
）徐水县（安肃镇）涞源县（来源镇）定兴县（定兴镇）顺平县（浦阳镇）唐县（仁厚镇）
望都县（望都镇）涞水县（涞水镇）高阳县（高阳镇）安新县（安新镇）雄县（雄州镇）
容城县（蓉城镇）曲阳县（恒州镇） 阜平县（阜平镇）博野县（博陵镇）蠡（li）县 （蠡吾镇）



张家口（0313）

桥西区 桥东区 宣化区 下花园区 宣化县（张家口市宣化区）张北县 （张北镇）
康保县（康保镇）沽源县（平定堡镇）尚义县（南壕堑镇）蔚县（蔚州镇）阳原县（西域镇）
怀安县（紫沟堡镇）
万全县（孔家庄镇）怀来县（沙城镇）涿鹿县（涿鹿镇）赤诚县（赤城镇）崇礼县（西湾子镇）

承德市（0314）

双桥区 双滦区 鹰手营子矿区 承德县（下板城镇）兴隆县（兴隆镇）平泉县（平泉镇）滦平县（滦平镇
）隆化县（龙华镇）丰宁满族自治县（大阁镇）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围场镇）

唐山市 （0315）

路北区 路南区 古冶区 开平区 丰润区 丰南区 遵化市 迁安市
滦县（倴城镇）乐亭县（乐亭镇）迁西县（兴城镇）玉田县（玉田镇）唐海县（唐海镇）

廊坊市 （0316）

广阳区 安次区 霸州区 三河市 顾安县（顾安镇）永清县（永清镇）香河县（淑阳镇）大城县（平舒镇）
文安县（文安镇）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厂镇）

沧州市 （0317）

运河区 新华区 泊头市 任丘市 黄骅市 河间市 沧县（沧州市新华区）青县（青州镇）
东光县（东光镇）海兴县（苏基镇）盐山县（盐山镇）肃宁县 肃宁镇南皮县 南皮镇
吴桥县（桑园镇）献县（乐寿镇）孟村回族自治县（梦村镇）

衡水市 （0318）

桃城区 翼州市 深州市 枣强县（枣强镇）五邑县（五邑镇）武强县（武强镇）饶阳县（饶阳镇）安平县
（安平镇）故城县（郑口镇）景县（景州镇）阜城县（阜城镇）

邢台市 （0319）

桥东区 桥西区 南宫市 沙河市 邢台县（邢台市桥东区）临城县（临城镇）内丘县（内丘镇）柏乡县（柏
乡镇）隆荛县（隆荛镇）任县（任城镇）南和县(河阳镇) 宁晋县（凤凰镇）巨鹿县（巨鹿镇）新河县（
新河镇）广宗县（广宗镇）平乡县（丰州镇）威县（洺州镇）清河县（葛仙庄镇） 临西县 （临西镇）

秦皇岛 （0335）

海港区 山海关区 北戴河区 昌黎县（昌黎镇）抚宁县（抚宁镇）卢龙县（卢龙镇）
青龙满族自治县（青龙镇）

山西省

太原市 （0351）

杏花岭区、小店区、迎泽区、尖草坪区、万柏林区、晋源区、古交市、清徐县（清源镇）阳曲县（黄寨
镇）娄烦县（娄烦镇）



大同市（0352）

城区、矿区、南郊区、新荣区、阳高县（龙泉镇）天镇县（玉泉镇）广灵县（壶泉镇）灵丘县（武灵镇
）浑源县（永安镇）左云县（云兴镇）大同县（西坪镇）

朔州市（0349）

朔城区、平鲁区、山阴县（岱岳乡）应县（金城镇）右玉县（新城镇）怀仁县（云中镇）

阳泉市（0353）

城区、矿区、郊区、平定县（冠山镇）盂县（秀水镇）

长治市（0355）

城区、郊区、潞城市、长治县（韩店镇）襄垣县（古韩镇）屯留县（麟绛镇）平顺县（青羊镇）黎城县
（黎侯镇）壶关县（龙泉镇）长子县（丹朱镇）武乡县（丰州镇）沁县（定昌镇）沁源县（沁河镇）

晋城市（0356）

城区、高平市、泽州县（南村镇）沁水县（龙港镇）阳城县（凤城镇）陵川县（崇文镇）

忻州市（0350）

忻府区、原平市、定襄县（晋昌镇）五台县（台城镇）代县（上馆镇）繁峙县（繁城镇）宁武县（凤凰
镇）静乐县（鹅城镇）神池县（龙泉镇）五寨县（砚城镇），岢岚县（岚漪镇）河曲县（文笔镇）保德
县（东关镇）偏关县（新关镇）

晋中市（0354）

榆次区、介休市、榆社县（箕城镇）左权县（辽阳镇）和顺县（义兴镇）昔阳县（乐平镇）寿阳县（朝
阳镇）太谷县（明星镇）祁县（昭余镇）平遥县（古陶镇）灵石县（翠峰镇）

临汾市（0357）

尧都区、侯马市、霍州市、曲活县（乐昌镇）翼城县（唐兴镇）襄汾县（新城镇）洪洞县（大槐树镇）
古县（岳阳镇）安泽县（府城镇）浮山县（天坛镇）吉县（吉昌镇）乡宁县（昌宁镇）蒲县（蒲城镇）
大宁县（昕水镇）永和县（芝河镇）隰县（龙泉镇）汾西县（永安镇）

运城市（0359）

盐湖区、永济市、河津市、芮城县（古魏镇）临猗县（猗氏镇）万荣县（解店镇）新绛县（龙兴镇）稷
山县（稷峰镇）闻喜县（桐城镇）夏县（瑶峰镇）绛县（古绛镇）平陆县（圣人涧镇）垣曲县（新城镇
）

吕梁市（0358）

离石区、孝义市、汾阳市、文水县（凤城镇）中阳县（宁乡镇）兴县（蔚汾镇）临县（临泉镇）方山县
（圪洞镇）柳林县（柳林镇）岚县（东村镇）交口县（水头镇）交城县（天宁镇）石楼县（灵泉镇）

河南省



商丘市（0370）

梁园区 睢（sui）阳区 永城市 虞城县（城关镇）民权县 宁陵县 夏邑县

郑州市（0371）

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回族区、金水区、上街区、惠济区、新郑区、登封区、新密区、巩义区、荥（xin
g）阳市、中牟（mo）县

安阳市 （0372）

北关区 文峰区 殷都区 龙安区 林州市 安阳县 （安阳市北关区） 汤阴县（城关镇）滑县（道口镇）内黄县
（城关镇）

新乡市（0373）

卫滨区、红旗区、凤泉区、牧野区、卫辉区、辉县市、新乡县（新乡市红旗区）、获嘉县（城关镇）、
原阳县（城关镇）、延津县（城关镇）、封丘县（城关镇）、

许昌市（0374）

魏都区 禹州市 长葛市 许昌县 （将官池镇）鄢陵县（安陵镇）囊城县

平顶山市 （0375）

新华区 卫东区 湛河区 石龙区 舞钢市 汝州市 宝丰县 （城关镇）叶县（昆阳镇）鲁山县 郏县（城关镇）

信阳市 （0376）

浉河区 平桥区 息县（城关镇）淮滨县 潢川县 光山县 固始县 商城县 罗山县 新县 （新集镇）

南阳市（0377）

卧龙区 宛城区 邓州市 南召县 方城县 西峡县 镇平县 内乡县 淅川县 社旗县（赊店镇） 唐河县 新野县
桐柏县

周口市（0394）

川汇区 项城市 扶沟县 西华县 商水县 太康县 鹿邑县 淮阳县 沈丘县

漯河市（0395）

郾城区 源汇区 召陵区 舞阳县（五泉镇）临颍县

驻马店市 （0396）

驿城区 确山县 （盘龙镇）泌（bi）阳县(泌阳镇) 遂平县 西平县 上蔡县（蔡都镇）汝南县
（汝宁镇）平舆县 （古槐镇）新蔡县 （古吕镇）正阳县

三门峡市（0398）



湖滨区、义马市、灵宝、渑池县（城关镇）、陕县（大营镇）、卢州镇（城关镇）

开封市 (0378)

鼓楼区I 龙亭区 顺和回族区 禹王台区 金明区
杞县（城关镇）通许县（城关镇）尉氏县（城关镇）开封县（城关镇）兰考县（城关镇）

洛阳市（0379）

西工区、老城区、瀍河回族区、涧西区、吉利区、洛龙区、堰师市、孟津县（城关镇）、新安县（城关
镇）、栾川县（城关镇）、嵩县（城关镇）、汝阳县（城关镇）、宜阳县（城关镇）、洛宁县（城关镇
）、伊川县（城关镇） 垣县

焦作市（0391）

解放区、山阳区、中站区、马村区、孟州市、沁阳市、修武县（城关镇）、博爱县（清化县）、武陟（z
hi）县（木城县）、温县（温泉镇）、济源市

鹤壁市（0392）

淇滨区、山城区、鹤山县、浚县（城关镇）、淇县（朝歌镇）

濮阳市（0393）

华龙区 清丰县（城关镇）南乐县(城关镇)范县（城关镇）台前县（城关镇）濮阳县（城关镇）

辽宁省

沈阳市 （024）

沈河区 和平区 大东区 皇姑区 铁西区 苏家屯区 东陵区 沈北新区 于洪区 新民市 辽中县 （辽中镇）康平县
（康平镇） 法库县（法库镇）

铁岭市（0410）

银州区 清河区 调兵山市 开原市 铁岭县（铁岭市银州区）西丰县 昌图县（昌图镇）

大连市（0411）

西岗区、中山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旅顺口区、金州区、瓦房店市、普兰店市、庄河市、长海县（
大长山岛镇）

鞍山市 （0412）

铁东区 铁西区 立山区 千山区 海城市 台安县 （台安镇）岫岩满族自治县（宽甸镇）

抚顺市 （0413）

顺城区 新抚区 东洲区 望花区 抚顺县（抚顺市顺城区）新宾满族自治县（新宾镇）
清原满族自治县（清原镇）



本溪市 （0414） 

平山区 溪湖区 明山区 南芬区 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 恒仁满族自治县

丹东市（0415）

振兴区 元宝区 振安区 凤城市 东港市 宽甸满族自治县（宽甸镇）

锦州市（0416）

太和区 古塔区 凌河区 凌海区 北镇市 黑山县（黑山镇）义县（义州镇）

营口市 （0417）

站前区 西市区 鲅（ba）一圈区 老边区 大石桥市 盖州市

阜新市 （0418）

细河 区 海州区 新邱区 太平区 清河门区 彰武县 （彰武镇）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阜新镇）

辽阳市 （0419）

白塔区、文圣区、宏伟区、弓长岭区、太子河区、灯塔市、辽阳县（首山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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