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点

抗冲击强度 － 实际上不可破 坏
 透光率% －光线穿透板材的比率
 最大雾度 － 板材的雾度或浊度 
（人眼不可见）范围在0-100％之 
间，当雾度100％时，板材另一侧 
光源将不可见
 耐候 － 在各种条件下，PALSUN 

 板材可保持多年性能不变
 重量轻 － 比玻璃重量少一半多， 

 是铝重量的43％
 易于装配 － PALTUF和PALSUN 

 板材容易加工和安装
 有弹性、易成型、便于加工 －  
可冷弯或热弯，可热成型为不受限 
制的形状，可很方便地进行机械加 
工和安装

 应用

 采光天窗
 街道广告灯箱
 标志牌
 灯具 

热成型、真空成型、弯曲和其它 
 加工

PALSUN®
白色漫射PC（聚碳酸酯）实心板

w w w . p a l r a m . c o m . c n

 介绍

全新的PALSUN白色漫射板材加入
到比其它生产商更宽广的白色产品
系列，使得建筑师可以在任何房间
内营造最佳的光学环境，使得美学
设计师可以创造理想的作品。透光
率加上最大的雾度，从而得到最大
限度的衍射。PALTUF和PALSUN
白色漫射板材同时具有聚碳酸酯板
材特有的强度、耐久性等特点。该
种产品在长时间使用后仍将保持原
有的观感效果。

建筑 广告 采光窗热成型



 White Rainbow 产品系列  

PALTUF - 标准抗UV防护
PALSUN - 单面共挤抗UV防护层
PALSUN UV2 - 双面共挤抗UV防护层

尺寸：请参考完整的产品手册以选取正确的产品规格，
并有用英寸表示的尺寸供使用。

厚度:  1mm, 1.5mm, 2mm至12mm的每个单位厚度

宽 x 长:

1250 x 2050 mm - 所有厚度
1220 x 2440 mm - 所有厚度
2050 x 3050 mm - 2mm或以上厚度

半透明颜色：乳白、漫射500、漫射700

 防火性能

PALTUF/PALSUN实心板和PALTUF/PALSUN防火实
心板产品难燃等级见如下标准：

 透光率及雾度

除做标记以外的所有产品雾度均为100％

 典型物理性能

*雾度 = 97%

除注明外均为ASTM标准

*以上数据取决于厚度，详细信息请洽PALSUN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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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PALRAM公司无法控制他人对材料的使用方法，它不保证此处描述的同样结果将会被
获得。材料的每位使用者应该自行测试，以确定此材料适用于他自己的特殊用途。此处所
做的关于材料使用建议的声明，不能被理解为PALRAM公司专利的授权使用，也不能解释
为侵害任何专利权而使用此种材料的建议。PALRAM公司或其分支不能对任何因错误安装
材料而造成的损失负责，依照我公司持续发展的方针，我们建议您向当地的PALRAM厂商
核对，以确认您已获得最新的信息。

THE STANDARDS INSTITUTION OF ISRAEL

透光率％

厚度
mm

乳白 漫射 500 漫射 700

1.5 45 - -

2 39 59* 86*

3 28 50 70

4 19 44 58

5 14 38 49

6 11 32 42

8 8 24 30

性能 方法 条件 单位 数值

比重 (D-1505) g/cm3 1.2

热变形温度 (D-648) Load: 1.82 MP °C 130

使用温度范围 °C -40 to +120

线性热膨胀系数 (D-696) cm/cm °C 6.5 x 10-5

导热系数 (C-177) W/m K 0.21

屈服拉伸强度 (D-638) 10  mm/min MPa 65

断裂拉伸强度 (D-638) 10  mm/min MPa 60

屈服延伸率 (D-638) 10  mm/min % 6

断裂延伸率 (D-638) 10  mm/min % >90

弹性模量 (D-638) 10  mm/min MPa 2,000

弯曲强度 (D-790) 1.3 mm/min MPa 100

弯曲模量 (D-790) 1.3 mm/min MPa 2,600

落重冲击强度 (ISO 6603/1E50) 3 mm sheet J 158

洛氏硬度 (D-785) R Scale 125R

黄化指数 (D-1003) <1

PALSUN 实心板

标准 等级

BS 476/7 Class 1Y

NSP 92501, 4 M1, M2

DIN 4102 B1, B2

CSE RF 2/75/A, CSE RF 3/77 Class 1

UL Classified V2 (File e221255)

ASTM D-635 CC1

PALSUN 防火实心板

标准 等级

UL Classified V0 (File e221255)

ASTM D-2863-87 L.O.I. = 30

ASTM D-2863-87 可燃性指数            = 9

火焰扩散指数 = 8

释放热量指数   = 10

逸出烟尘指数 =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