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夹层玻璃高性能中间膜

创新材料
         成就建筑性能



Saflex® Acoustic
增强的隔音PVB中间膜 
将可感知的噪声降低最高达到50% 
 
虽然标准PVB夹层与普通玻璃相比也具有降噪功
能，但对于指定需要更高隔音舒适度玻璃系统
的建筑师而言，Saflex Acoustic PVB中间膜才是
理想的解决方案。
 
Saflex Acoustic中间膜采用先进的三层结构， 
旨在实现声波解耦和分散，提供出色的隔音性
能。这个系统针对1,000-3,000赫兹范围，即所 
谓的“噪声传递”（能够穿透窗户的恼人声音）
范围内的声音。  
 
采用Saflex Acoustic中间膜的窗户系统可以在 
“透明”频率下最高降噪10分贝，相当于可 
感知声音减少50%。应用包括： 
 
 • 办公楼/零售中心 
 • 学校/医院/政府大楼 
 • 剧院/博物馆 
 • 机场/航站楼 
 • 酒店/公寓/住宅 
 
 

saflex.com/acoustic

Saflex® Solar
阳光控制PVB中间膜  
降低太阳能得热

Saflex Solar是一种具有高可见光透过和红外线吸收
的中间膜，设计用于获得更佳的太阳能隔热性能。
这一理想的阳光控制产品可以遮挡紫外线辐射和近
红外能量，同时保持尽可能多的可见光通过。 

对于那些无法使用镀膜玻璃来遮蔽阳光、需要更好
的角度均匀性、不希望看到去膜边部，或需要玻璃
在弯曲情况下实现夹层构造并同时提供阳光控制
的应用而言，Saflex Solar是首选的PVB产品。Saflex 
Solar提供两种产品选择。Saflex Solar SG中间膜是
我们性能最好的阳光控制PVB中间膜，要求使用强
化玻璃。Saflex Solar SH中间膜在外观色彩上更加中
性，可以使用退火玻璃。应用包括：

 • 曲面玻璃应用
 • 低反射玻璃
 • 高端零售橱窗
 • 外部玻璃幕墙 
 • 数字标牌

 
 

saflex.com/solar

Saflex® UV
太阳能吸收PVB中间膜  
隔绝高达99%的400纳米以下的有害紫外线

传统的Saflex PVB中间膜对99%的380纳米以下紫外
线具有屏蔽能力。而Saflex UV对99%的400纳米以
下紫外线具有屏蔽能力。经过正确的选择、层压和
安装，Saflex UV能够满足甚至优于各种规范对夹层
安全玻璃的要求。此外，Saflex UV的独特成分还使
其在自然气候老化下更加持久耐用；自然和加速暴
露试验表明，在暴露于高温和潮湿环境时，其具有
出色的色牢度、耐久性和抗脱胶能力。应用包括： 
 
 • 博物馆、档案馆、画廊
 • 餐厅、酒店、度假胜地
 • 医院 
 • 日托中心
 • 图书馆
 • 可切换/智能玻璃安装系统
 • 店面

 
 

saflex.com/uv

UV Saflex® Storm
防护性PVB中间膜  
当大自然肆虐，我自岿然不动
 
虽然没有单一的产品能够完全抵御飓风、台风
或暴风，但使用Saflex、Saflex HP或Saflex Storm
防护中间膜制成的夹层玻璃窗、门和天窗， 
可构成至关重要的第一道防线。 

在设计得当的玻璃系统中，夹层玻璃可以有效
地抵御这些自然力量，以帮助维护重要的外部
围护结构。如果被随风吹来的碎片撞击而破
碎，玻璃碎片会牢固地粘在防护中间膜上， 
继续保护建筑物里的人和物品。应用包括： 
 
 • 窗户
 • 门 
 • 天窗 

 
 

saflex.com/storm

Vanceva®

彩色PVB中间膜
装饰玻璃动态调色板

Vanceva提供了广阔的色彩谱系和色调选择，是使用
固定选择的玻璃无法实现的，从而为建筑师和设计
师的创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创造空间。Vanceva彩色
中间膜可以组合使用，产生17,000多种透明、半透
明或不透明的色彩选项，帮助您创造完美的色调和
强度，其中包括Vanceva白色系列和一系列自然、 
温暖、宁静的Vanceva Earth Tones色彩。 

Vanceva彩色中间膜与有色或镀膜玻璃相结合时， 
创意设计具有无限可能性。其他没有任何一个中间
膜品牌能像Vanceva彩色中间膜这样为夹层玻璃提供
完整谱系的色彩。应用包括：

 • 幕墙
 • 中庭
 • 隔断
 • 会议室
 • 台面/家具 
 • 雕塑

vanceva.com

Saflex® Structural
高强度PVB中间膜  
专为高强度而设计 
 
Saflex Structural中间膜是一种具有坚韧弹性性能的
PVB膜片。这种产品尤其适合于需要较高的中间膜
强度、更好的边部稳定性以及更高的玻璃粘结力的
应用。 
 
得益于Saflex Structural中间膜的刚性，相同厚度的
玻璃在使用高强度中间膜后可以承受更高的均匀荷
载，或者玻璃在减小厚度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承受相
同的荷载。与强化玻璃结合使用时，Saflex Structural
中间膜集刚性中间膜的优点于一身，拥有束缚碎片
定、紫外线屏蔽、边部稳定性、通透和降噪等功
能。应用包括： 
 
 • 结构玻璃应用 
 • 外露边缘夹层玻璃 
 • 地板/楼梯/阳台/檐篷 
 • 夹子/捕获系统  
 • 倾斜/顶部玻璃

saflex.com/structural



外墙覆层：Vanceva白色系列

店面：Saflex隔音PVB中间膜

家具：Vanceva彩色或白色PVB中间膜

地板：Saflex Structural PVB中间膜
和Vanceva彩色PVB中间膜

门：Vanceva半透明白色中间膜

上述Saflex和Vanceva中间膜可在两块玻璃之间或者相同玻璃结构中组合使用。 

栏杆：  Vanceva Illusion White中间膜和
Saflex Structural PVB中间膜

白板：Vanceva白色系列

隔墙: Saflex隔音PVB中间膜

立面：Saflex Solar PVB中间膜

楼梯：Saflex Structural PVB中间膜 
Saflex Storm PVB中间膜

雨棚：Vanceva彩色PVB中间膜和Saflex 
Structural PVB中间膜

窗户：Vanceva彩色PVB中间膜和
Saflex UV PVB中间膜



樟宜机场—新加坡
Saflex Acoustic中间膜和Saflex Clear中间膜

新视眼科诊所 (Clinica Oftalmologica Novovision)—西班牙穆尔西亚
Vanceva彩色中间膜

枫丹白露酒店Lapis Spa—美国迈阿密
Saflex Storm

蒙特利尔会议中心—加拿大蒙特利尔
Vanceva彩色中间膜

Gusto Gelato冰淇淋店—澳大利亚珀斯
Saflex Solar PVB中间膜和Vanceva彩色中间膜

瓜达拉哈拉大学表演艺术中心—墨西哥瓜达拉哈拉
Vanceva白色系列

亚马逊总部—意大利米兰
Saflex® Structural中间膜和Saflex® Acoustic中间膜

滨河北路150号—美国芝加哥
Saflex Structural中间膜、Saflex Acoustic中间膜和Saflex Clear中间膜

SoundPro 
这一专有软件由伊士曼开发，是一种直观而灵活的工具，可以为测试的

玻璃结构提供性能数据，并且可以对定制玻璃结构进行评估。  
www.saflex.com/soundpro 

StructuralPro 
这一专有软件由伊士曼与工业玻璃专家基于有关玻璃特性和设计的欧洲

(EN)方法学和国际（ASTM和ISO）标准共同开发。 
www.saflex.com/structuralpro 

Vanceva色彩选择器 
在Vanceva网站上，建筑师和设计师可以使用夹层玻璃用 Vanceva色彩系
统探索无限的色彩组合。在虚拟色彩选择器中，您可以找到与RAL、潘
通色或NCS最匹配的色彩。 
www.vanceva.com/color-selector

其他资源： 
• 图片库 
• 样品 
• 技术中心 
• 规格说明 
• 购买方式

工具  |  资源  |  创意

可在线选购，请访问saflex.com或vancev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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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lex® 和Vanceva® 备受建筑师 
和设计师信赖。

Saflex和Vanceva在全球各地深受建筑师和设计师们的信赖，因为安全、 

性能和舒适已成为他们最关注的问题。他们的信心源自：无论何种规格 

或性能要求，Saflex中间膜技术总能为高标准应用提供卓越的解决方案。

www.eastman.com

联系我们
saflex@eastman.com

虽然本文档列出的信息和建议秉承诚信原则，但伊士曼化工公司
（“伊士曼”）及其子公司不对其完整性或准确性做出任何声明
或保证。您必须自行判定其对于自身使用、环境保护、员工和产
品购买者健康及安全的适用度和完整度。本文档所含任何内容均
不得理解为建议使用任何与专利权冲突的产品、工艺、设备或配
方，我们也不以明示或默示方式声明或保证此等使用不会侵犯任
何专利权。本文档未对所含信息或信息所指产品的适销性、特定
目的或任何其他性质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声明或保证，本文档
的任何内容均不促使销售商放弃任何销售条件。

《安全资料表》可在线阅读或按需索取，表中介绍了在贮运伊士
曼产品时必须遵守的安全注意事项。在装运处理我们的产品之前
必须获取并阅读目前提供的材料安全信息。对于任何注明不是伊
士曼产品的材料，应遵守其生产厂商建议的工业卫生和其他安全
注意事项。

© 2019 伊士曼。本文提及的伊士曼品牌是伊士曼或其子公司的商
标，经许可而使用。® 标识表示已经在美国注册的商标；商标也
可能经过国际注册。本文提及的非伊士曼品牌是其相应所有者的
商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