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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融循环期间发生的移动、物理性损害、
雨和恶劣气候条件等各种因素均可能会危
害到屋顶的完整性。这些因素会对屋顶防
水能力造成严重破坏和损坏。

尽管各种屋顶均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但平屋顶的劣化速度尤其更为快速。由于
缺少排水结构，导致屋顶表面产生大量积
水，进而可能渗入基材，造成屋顶快速劣
化。其他易损坏区域包括伸缩缝和接缝、
防雨板、排水沟以及琉璃瓦等，这些区域
均为容易积水的区域。

一旦确定问题区域，必须快速解决，因为
持续劣化的屋顶会出现损坏，进而破坏建
筑结构完整性。而且，漏水也会造成非常
危险的影响，例如，电气设备进水会造成
严重后果。

常见修复技术
解决渗漏问题的常用方法有很多。其中一
种方法是使用相同材料更换受损材料，类
似于修补。使用相同材料更换受损材料，
表面会继续受损。尽管这种方法可暂时修
复渗漏，然而无法有效保护表面。此外，
很多原有屋顶表面不适合局部修补。而
且，考虑到材料更换成本和安装施工的劳
动力成本，这种方法往往费用十分高昂。

使用传统修复技术修复渗漏，往往还会出
现其他问题。常用的解决方案涉及动火作
业，因此危
险、耗时而且是一种破坏性的修复方法。

当然，还可使用其他修复材料，然而这些
材料中可能含有有害溶剂，用于公共和商
业领域会产生极大的健康和安全影响并造
成巨大的破坏。在很多方面，这些方法都
无法实现经济实惠、非干扰、长效而极其
耐久的全方位修复。 

液体屋顶涂层系统

漏水的接缝劣化的防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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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屋顶涂层系统的优点
无溶剂液体修复材料是替代传统屋顶修补方
法的绝佳解决方案。贝尔佐纳 3111（弹性
膜）是一种单组分液体屋顶膜，采用一种水
基低气味配方，可有效避免其他传统修复方
法所带来的健康和安全问题，因此提供经济
实惠且耐久的替代方案。

贝尔佐纳�3111 将实现：
• 屋顶防水、防风雨
• 简化屋顶维护
• 提供长达 20 多年的持久保护
• 可与各种类型的屋顶基材实现强固粘合
• 可贴合复杂的屋顶轮廓
• 无需高温作业，无气味问题

多用途和良好弹性
贝尔佐纳 3111 在固化后仍然具备良好的弹
性，在屋顶结构移动的情况下仍保持良好
的防水性。（该材料具备 100% 的横向延
伸率和 20% 的纵向延伸率—— BS2782 测
试）。贝尔佐纳 3111 适用于复杂轮廓和局
部修复。可与沥青、油毛毡、铅、玻璃、石
棉、铝、铜和混凝土等绝大多数多孔和非多
孔基材粘合。这一多用途材料具备出色的防
风雨和防水特性，可有效对抗紫外线辐射。

使用寿命长
British Board of Agrément 颁发的欧洲技术
认可 ETA-05/0075 中指出：贝尔佐纳 3111 
屋顶材料的预计使用寿命为 25 年。一个使
用贝尔佐纳 3111 进行过涂覆施工的平屋顶
有力证明了这一长久的使用寿命。在施工
完成 25 年后，故地重游，发现屋顶状况极
佳，成功经受住了各种气候变化和运动。

施工工艺
为确保贝尔佐纳屋顶材料的成功涂覆，须对
屋顶表面进行适当的处理。表面处理等级要
求根据基材而定，然而，一般以确保无污染
物、无松散基材且基材干燥为基本要求。随
后，涂覆合适的贝尔佐纳底胶，确保遵守复
涂间隔时间。接着，可在贝尔佐纳 9311（增
强片）上刷涂贝尔佐纳 3111。在底涂层固化
后刷涂第二层涂层，从而获得完美、无缝的
屋顶表面。

最大限度地降低影响
贝尔佐纳材料采用低气味配方，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含量很低，可最大限度地降低对正常
运营的影响。最近在一个行人流量较大的学
校环境中进行的屋顶涂覆施工便是最佳例
证。在这里，施工人员在不打扰学生学习的
情况下，使用贝尔佐纳材料对漏水屋顶进行

贝尔佐纳 3121 (MR7) 是一种双组
分紧急修复材料和防风雨涂层系
统，可对各种屋顶表面进行密封。

这一液体材料可实现快速防水，在
大部分气候条件下均可进行涂覆。

贝尔佐纳 3121 将实现：

 » 简化屋顶维护
 » 紧急情况下实现简单修复
 » 可贴合复杂的屋顶轮廓
 » 可在不利气候条件下固化
 » 适应屋顶位移
 » 可与大部分基材实现牢固粘合

贝尔佐纳 3121 是一种轻质无缝薄
膜材料，可与混凝土、砖、铜、
铅、铸铁、镀锌钢、沥青和石材等
各种基材牢固粘合。

贝尔佐纳 3121 的应用包括：

 » 护墙和压顶石接缝
 » 通风口
 » 接头和接缝
 » 琉璃瓦
 » 排水沟
 » 伸缩缝

紧急防水、防风雨涂
层系统

投入使用后保持良
好弹性

可轻松刷涂或滚涂防水 贝尔佐纳 3111 施
工中

接头和接缝 突出物 琉璃瓦

排水沟天窗

使用贝尔佐纳进行屋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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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和高粘附性

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
含量低

继一次成功的屋顶应用之后，一家富时100
指数公司再次使用贝尔佐纳修复和保护位于
伦敦中心的漏水屋顶。

尽管该屋顶涂覆有单层膜，看起来状态良
好，但实际上，有几个地方存在漏水问题。
该客户是一家知名的金融公司，需要快速、
高效、持久的解决方案，因为漏水位置恰好
处于放置有敏感电气设备的机房上方，对该
公司业务运营构成巨大威胁。

由于该地区人口密集，因此客户寻求一种低
气味解决方案，以便确保最大限度地降低
施工期间的影响。他们决定选用贝尔佐纳 
3111，因为这一配方具备气味小和常

温固化的优点，是公共和商业场所的理想之
选。

施工人员遵照《贝尔佐纳应用案例涂层系
统说明书 RPA-1》(Belzona Know-How 
System Leaflet RPA-1)进行了施工。在涂覆
全面增强型贝尔佐纳 3111 涂层材料前，施
工人员对上层屋顶进行了清理和表面处理。

该客户表示他们对这一施工十分满意。该项
目协调员指出：“项目承包商非常专业、出
色地完成了该项目的施工，在整个施工期
间，我们没有出现任何业务中断，也未受到
任何投诉。”他还补充说道：“在所有适用
贝尔佐纳材料的未来项目中，我一定会推荐

成功修复位于伦敦中心的屋顶
快速弹性保护——这就是最佳例证！

清理和处理完毕的屋顶 进行表面处理以确保良好的粘附性

涂覆底涂层贝尔佐纳 3111 涂覆完成

液体屋顶涂层系统——全方
位解决方案

屋顶修复案例专辑
屋顶修复相关案例

如需了解所有相关案例以及更多信息，请访问：khia.belzona.com。在案例领域部分单击RPA 屋
顶问题区，从涉及屋顶应用的数百个案例中进行选择。

其他案例领域包括：
•  离心泵 •  固体物料输送机械
•  容积泵 •  储罐与化学污染区
•  换热器 •  发动机和机壳
•  机械传动设备 •  垫片、密封件和衬垫
•  船舶和海上平台结构物 •  地面问题区
•  风机、鼓风机和压缩机 •  墙壁问题区
•  阀门、管道与管道配件

具备防水和防风雨性能，可有效
对抗紫外线辐射，适用于复杂轮
廓修复。

该材料具备不透水性和透水汽
性，让屋顶能够自由呼吸，是修
复屋顶漏水的理想材料。

可贴合复杂的轮廓

适用于：

 » 接头和接缝
 » 排水沟和积水区域
 » 琉璃瓦和天窗
 » 防雨板
 » 铅密封
 » 护墙和压顶石

贝尔佐纳 3111

持久有效

冬季和夏季均可施工

无与伦比的防
水性能

常温涂覆
无高温作业

气味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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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拉夫堡的一个大型房屋协会共有 28 个
平屋顶出现了风化问题。这些屋顶均存在不
同程度的劣化。一些区域，矿质油毛毡失效
和沥青基材破裂造成渗水。另一些区域，护
墙压顶石接缝中的砂浆失效，水渗入下方砖
墙。在一些护墙上，虽然在压顶石接缝上方
用防水胶带进行了密封，然而这些防水胶带
已经开始失效，需使用更加耐久的材料进行
替换。

该公司需要一个防水、防风雨的耐久性修复
方案，该方案需要不仅能够修复受损区域，
而且能够继续保护基材免受进一步损坏。

贝尔佐纳代表进行检验后，建议使用贝尔佐
纳 3111（弹性膜）对受损屋顶区域进行修
复，该材料是一种能够为屋顶提供持久保

护的常温涂覆型液体涂层。并建议将该涂层
与一种特殊织法的网眼织物贝尔佐纳 9311
（增强片）结合使用，该网眼织物可提高修
复部位的耐久性和强度。

此外，还选用了贝尔佐纳 3911（PSC 孔隙
表面底胶），该材料是一种表面底胶，用于
在涂覆贝尔佐纳屋顶保护材料之前对多孔表
面进行处理，而且还选用了贝尔佐纳 3921
（GSC 通用表面底胶）对无孔区域进行处
理。

由于贝尔佐纳屋顶修复材料用途广泛，因此
施工团队能够针对各个不同的应用场合进行
一系列定制修复。耐磨高分子弹性薄膜与所
有屋顶轮廓紧密贴合，实现全方位包覆，为
屋顶所有区域提供持久保护。 

液体涂层为住房协会的 28 个屋顶提供保护
为屋顶涂覆液态防水膜遍布全球

贝尔佐纳通过遍及 120 个国家
的全球经销商网络为客户提供全
天候服务，并在贝尔佐纳产品施
工方面提供指导和技术咨询。
如需查找您当地的经销商，请访
问：Belzona.com。

全方位的产品供应和施工服务

丰富经验
自 1952 年以来，贝尔佐纳一直是
创新修复和保护涂层解决方案研
发和制造领域的全球专家。贝尔
佐纳在全球各行各业均保持着良
好的应用记录并因此得到了不计
其数的工程师、承包商、维护人
员的青睐。

雄厚技术
贝尔佐纳产品可有效应对侵蚀、腐
蚀、磨损、化学侵害和机械损伤等
最具腐蚀性的环境，延长设备和结
构的使用寿命并提高效率。

贝尔佐纳材料

清除残渣与植被 复杂轮廓施工

持久的屋顶保护

施工前 施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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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点击此处联系您当地的
贝尔佐纳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