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文件
顶层防水系统 (OS 10)

停车坪 | 地下停车场

Triflex ProPark®

顶层防水系统 (OS 10)

Triflex ProPark®
应用
重载结构的安全性
如果要长期使用，顶层建筑和停车场的防水性能必须符合高质量标
准。
特别是在裸露区域，必须可靠地吸收热负荷和由此产生的结构运
动。由于交通流量大，入口和出口以及直线和螺旋坡道也要承受高
剪切力。始终使用PMMA可以确保各涂层之间的化学键，保证整个表
面不渗水。系统集成的节点解决方案（例如用于连接）完善了整修
概念，为您的结构提供了持久的耐化学和机械载荷保护。德力封通
过与经认证的专业公司举行定期的基础和高级培训课程来确保现场
的工艺质量。这为您带来了在项目的各个阶段都有称职的联系人的
好处。近40年的翻新经验和广泛的参考案例证明了德力封防水和涂
料解决方案的耐用性。Triflex ProPark专为高荷载和高应力的停车场而
研发。经测试的系统解决方案可提供可靠的保护，免受外部影响。
多种颜色支持个性化创意设计。

Triflex ProPark 是用于裸露的停车场和顶层建筑的全表面增强防水系
统。该系统由快速固化的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树脂（PMMA）制成，能
够承受较高的机械负荷，专为多层停车场交通开发，能为结构提供
持久的保护。顶层防水系统Triflex ProPark已获得通用建筑监督管理局
测试证书（abP），并被归类为OS 10。

优势一览
具有动态裂缝桥接的高弹性
该系统是全表面增强系统。这使材料具有一定程度的柔韧性，使
其不受基础结构的任何运动影响。
系统集成的节点解决方案
固化的树脂形成无缝连接的表面。使用专门开发的节点解决方
案，即使是复杂的节点例如接缝，也可以轻松均匀地防水。
翻新的理想选择
该系统适用于几乎所有基面。它的表面重量小于10 kg/m²，因此
也可以在沥青表面上使用，而不会对其稳定性造成负面影响。这
样可以节省清除的成本和时间。
关闭时间短
Triflex ProPark的固化时间比环氧树脂或聚氨酯树脂制成的系统快
得多。 由于优化了施工时间，因此可以在一天之内完成对敏感
区域（例如出入口）的全面翻新。 这可以保障场所营业收入，
并减少关闭时间和交通中断。 停车位很快就可以再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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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保护
Triflex ProPark系统可承受高机械荷载，从而将翻新间隔延长数年。维
护成本降至最低。表面解决方案Triflex Cryl M 264符合德国联邦公路研
究所（BASt）的最严格要求-符合DIN EN 13197的交通等级P7。该分类
基于400万次循环的磨损测试。
色彩
表面有多种颜色可供选择。这有助于停车场用户去识别和定向，并
提高交通安全性。
安全认证
Triflex ProPark已获得OS 10级通用建筑监督机构测试证书（abP）的认
证。建筑法规清单A，第2部分，编号2.24，防火等级Cfl-s1符合DIN EN
13501-1。

顶层防水系统 (OS 10)

Triflex ProPark®
如何施工…

1. 基面预处理，例如
通过喷砂处理。

2. 在节点和大面上进
行底涂。

3. 首先，使用德力
封ProDetail节点防水
对所有节点进行防水
处理 …

4. … 以及建筑缝和伸
缩缝的防水。

5. 大面上涂刷足量
的Triflex ProPark防水
涂料。

6. 整个表面铺上Triflex
专用无纺布，确保没
有气泡。

7. 在第一层未干的情
况下涂刷第二遍Triflex
ProPark防水。

8. 表面涂刷德力封饰
面209。

9. 受压强度很大的车
辆路线和 ...

10. ... 坡道另外涂刷
Triflex Cryl M 264。

11. 完成！

相兼容的系统产品
该系统中提及的所有德力封产品都是我们多年的经验加上实验室研
究与具体应用的成果。此质量标准能够确保在施工和使用过程中均
获得最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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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防水系统 (OS 10)

Triflex ProPark®
系统说明
特性
•
•
•
•
•
•
•
•
•
•

完全基于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的全表面增强型防水系统
承受高机械荷载
抗剪结构
无缝
系统集成的节点解决方案
全表面附着力和不渗透性
有弹性
增强型动态裂纹桥接，等级 4.2 (-20 °C)
冷施工
快速固化

•
•
•
•
•
•

大约3小时可以车辆通行。
耐化学腐蚀，耐除冰盐。
耐候性（紫外线，红外线等）
防滑
多种颜色可供选择
多种颜色可供选择

系统版本和系统构成
Triflex ProPark – 版本 1
标准荷载和应力的表面
例如：停车位
Triflex ProPark – 版本 2
高荷载和高应力的表面
例如：入口和出口、直线和螺旋坡
道、车道
Triflex ProPark – 版本 3
高荷载、高应力和高抓地力的表面
例如：陡坡

饰面
耐磨层

版本

耐磨层

1
版本

饰面

版本

耐磨层

防水层
底漆
基面

系统组成
底涂剂
德力封底涂剂，用于密封基面并确保基面附着力
（请参见基面预处理表）

耐磨层 – 版本 1
Triflex DeckFloor结合0.7–1.2 mm石英砂，
表面处理：德力封饰面209

防水*
Triflex ProPark 通过德力封特制无纺布加强

耐磨层 – 版本 2
Triflex Cryl M 264
耐磨层 – 版本 3
Triflex DeckFloor 结合粗硬粒填料，
表面处理：德力封饰面 202

4
* 请注意：“德国钢筋混凝土委员会（DAfStb-混凝土组件的保护和维修指南）”下的术语=密封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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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flex ProPark®
系统说明
基面
应始终根据具体情况检查基面的适用性。基面必须清洁、干燥并且
没有水泥花、灰尘、油、油脂和其他减少粘附力的污垢。必须根据
《维修指南》（Rili SIB）中的规范对基面进行预处理。以下用量规格
涉及粗糙度深度RT= 0.5 mm。

露点: 施工期间，表面温度必须至少比露点温度高3 °C。低于此温
度，会在表面形成一层湿气分离膜。
硬度: 必须允许矿物基面完全硬化至少28天。
附着力: Th在预处理的测试区域必须满足以下最小拉伸附着力：
混凝土：在中心，至少1.5 N/mm²，单个值不小于1.0 N/mm²。

水分含量: 进行作业时，基面的水分不得超过6%（重量）。
确保采取结构措施以防止湿气从下面渗透到涂层中。

基面预处理
基面
铝 (1)
沥青
复合保温隔断系统 (1)
混凝土
铜 (1)
环氧树脂涂层
玻璃 (1)
轻质混凝土 (1)
树脂改性砂浆
油漆涂料
石膏/砖石 (1)
PU涂层
硬质PVC模塑 (1)
砂浆层
不锈钢 (1)
镀锌钢 (1)
瓷砖
木 (1)
锌 (1)

预处理
使用德力封清洁剂进行清洁处理，打磨至表面粗糙
打磨，铣削或无尘喷丸处理
打磨，铣削或无尘喷丸处理
使用德力封清洁剂进行清洁处理进行清洁处理，打磨至表面粗糙
表面粗糙，粘合强度和相容性测试
使用德力封清洁剂进行清洁处理，打磨至表面粗糙，粘合强度测试
打磨，铣削或无尘喷丸处理；粘合强度和相容性测试
打磨或铣削，完全去除
打磨表面，粘合强度和相容性测试
使用德力封清洁剂进行清洁处理，打磨至表面粗糙
打磨，铣削或无尘喷丸处理
使用德力封清洁剂进行清洁处理，打磨至表面粗糙
使用德力封清洁剂进行清洁处理，打磨至表面粗糙
机械去除釉
去除油漆
使用德力封清洁剂进行清洁处理，打磨至表面粗糙

底涂
无底涂 (2)
德力封底涂222
德力封环氧底涂116+
德力封底涂287
无底涂 (2)
无底涂
德力封玻璃底涂
德力封底涂287
德力封环氧底涂116+
见基面
德力封底涂287
无底涂
没有底涂
德力封底涂287
无底涂 (2)
无底涂 (2)
德力封底涂287
德力封底涂287
无底涂 (2)

(1)

仅在不受高机械应力（例如节点和泛水）的区域。
替代粗糙化处理：使用德力封清洁剂进行清理，使用德力封金属底涂剂进行底涂。首先必须清除松散的锈和起泡的锈。
有关其他基面的信息可应要求提供 (technik@triflex.de)。

(2)

重要说明:
必须根据情况检查与基面的附着力!

底涂
德力封底涂 222
用德力封通用滚筒均匀地涂抹。
用量：至少0.40 kg/m²
大约45分钟后可以复涂。

德力封金属底涂剂
用短毛辊涂上薄涂层，或者用喷雾罐喷涂薄涂层。
用量：约80ml/㎡
大约30至60分钟后可以复涂。

德力封底涂 287
倒上足量的底涂，使用橡胶刮刀均匀涂覆。然后使用德力封通用滚
筒进行横向复涂。
用量：至少0.35 kg/m²
大约45分钟后可以复涂。

德力封环氧底涂 116+
倒上足量的底涂，使用橡胶刮刀均匀涂覆。然后使用德力封通用滚
筒进行复涂。
禁止形成水坑。
湿料上不要撒过度的砂。
德力封环氧底涂116+的用量：至少0.30 kg/m²
0.3-0.8mm石英砂的用量为：至少0.70kg/m²
大约12小时到最大24小时后可以复涂。

德力封玻璃底涂剂
用清洁布均匀擦拭。
用量：约50ml/m²
大约15分钟到最大3小时后可以复涂。
ProPark 规划文件 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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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flex ProPark®
系统说明
修复

接缝防水

Triflex Cryl RS 240
用于修补粗糙度为RT> 10 mm的矿物基面的砂浆。
用量：每毫米层厚至少2.20kg/m²。
大约45分钟后可以复涂。

在实施表面防水之前，必须先完成所有接缝的防水。为防止对接边
缘起壳，接缝防水应始终做在底层（请参见系统图纸）。

Triflex Cryl RS 242
用于修补粗糙度为RT> 10 mm的沥青基面的砂浆。
用量：每毫米层厚至少2.20kg/m²
大约1小时后可以复涂。

1. Triflex Cryl RS 240
接缝填至与表面齐平（如有必要）。
2至4点以湿加湿方式完成。
2. Triflex ProDetail 节点防水
用滚筒涂覆16cm的宽度。
用量：至少 0.30 kg/m。
3. 德力封特制无纺布
铺上一条15cm宽的无纺布，去除气泡。
无纺布之间的重叠需至少5cm。
4. Triflex ProDetail 节点防水
涂覆直至德力封特质无纺布被完全渗透。
用量：至少 0.30 kg/m。
Triflex ProDetail 节点防水的总用量：至少 0.60 kg/m。
大约45分钟后可以复涂。
5. 德力封饰面 209
用德力封通用滚筒在结构缝上涂覆大约10cm的宽度。
用量：至少 0.50 kg/m²。
大约1小时后可以复涂。
有关尺寸，请参见 Triflex ProPark 系统图纸。

Triflex DeckFloor
作为流平填料，用于修复粗糙度为RT 1至10 mm的矿物或沥青基面，
每33.00 kg的Triflex DeckFloor可添加最多20.00 kg的石英砂(直径0.7-1.2
mm*)。
用量：每毫米层厚至少2.00kg/㎡
大约1小时后可以复涂。

作为防刮涂层，用于修复粗糙度为RT 0.5至1 mm的矿物或沥青基面，
每33.00 kg的Triflex DeckFloor可添加最多10.00 kg的石英砂(直径0.2–0.6
mm*)。
用量：每毫米层厚至少2.00kg/㎡
大约1小时后可以复涂。

节点防水
在实施表面防水之前，必须先完成所有连接、过渡和其他节点的解
决方案。
1至3以湿加湿方式完成。
1. Triflex ProDetail 节点防水
用小滚筒均匀涂抹。
用量：至少 2.00 kg/m².
2. 德力封特制无纺布
铺上无纺布，除去气泡。无纺布之间重叠需至少 5 cm。
3. Triflex ProDetail 节点防水
涂抹直至德力封特制无纺布被完全渗透。
用量：至少 1.00 kg/m².
Triflex ProDetail节点防水的总用量：至少 3.00 kg/m².
大约45分钟后可以复涂。
4. 德力封饰面 209
使用德力封通用辊均匀地交叉涂覆。
用量：至少 0.50 kg/m².
大约1小时后可以复涂。
有关尺寸，请参见 Triflex ProPark 系统图纸。
重要说明:
Triflex ProPark 也可以对水平节点进行防水处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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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缝:

重要说明:
用美纹胶带将结构缝贴上约2.5cm宽后再继续之后的大面防水，以
便留出缝的位置。

顶层防水系统 (OS 10)

Triflex ProPark®
系统说明
沉降缝:
承受正常机械应力的沉降缝。
1. 德力封填缝胶粘剂
在沉降缝两侧涂约4cm宽度，以粘结德力封支撑条。
2. 德力封支撑条
放入沉降缝中成一个兜。
大约1小时后可以复涂。
3至7以湿加湿方式完成。
3. Triflex ProDetail 节点防水
用小滚筒涂在缝的两侧和支撑条上。
用量：至少0.70 kg/m
4. 德力封特制无纺布
嵌入35cm宽的无纺布作为第一圈，确保没有气泡。
无纺布的末端重叠至少 5 cm。
5. Triflex ProDetail 节点防水
涂料涂至无纺布被完全渗透，并作为下一圈无纺布的首层涂料。
用量：至少 0.70 kg/m。
6. 德力封特制无纺布
嵌入35cm宽的无纺布作为第二圈，确保没有气泡。
无纺布的末端重叠至少 5 cm。
7. Triflex ProDetail 节点防水
涂料涂至无纺布被完全渗透。
用量：至少0.70 kg/m
Triflex ProDetail节点防水的总用量：至少2.10 kg/m
大约1小时后可以复涂。
在表面防水和行驶面做好后。
8. PE 圆形密封条
放入沉降缝中。
9. Triflex FlexFiller
填充缝至其与表面齐平。
用量：约每毫米层厚1.40 kg/m²
大约3小时后即可行人和车辆通行。
有关尺寸，请参见Triflex ProPark系统图纸。
重要说明:
1. 结构缝或沉降缝用美纹胶带贴上再继续后续防水层的施工，接
缝将一直被贴着，所有其他层仅施工至缝的边缘。在其他层固
化之前，必须撕掉美纹胶带，然后再在下一层施工前贴上新的
胶带。
2. 沉降缝均为维护缝。出于视觉原因，在结构运动后可能需要翻
新接缝保护方案。

大面防水
以湿加湿方式施工。
1. Triflex ProPark
用德力封通用滚筒均匀地涂覆。
用量：至少 2.00 kg/m²。
2. 德力封特制无纺布
铺无纺布时确保没有气泡。无纺布之间的重叠须至少 5 cm。
3. Triflex ProPark
涂覆直至无纺布被完全渗透。
用量：至少1.00 kg/m²。
Triflex ProPark的总用量：至少3.00 kg/m²。
大约1小时后可以复涂。
有关尺寸，请参见Triflex ProPark系统图纸。.
重要说明:
做大面防水时要避开沉降缝区域。

耐磨层-版本 1
1. Triflex DeckFloor
用德力封滚筒沿无纺布接缝方向均匀涂抹。
用量：至少 4.00 kg/m²。
2. 直径0.7–1.2 mm石英砂
在耐磨湿料上撒上足量的石英砂。
耐磨层固化后，清除多余的砂。
用量：至少7.00 kg/m²
大约2小时后可以复涂。
3. 德力封饰面 209
使用硬橡胶刮刀横向于行进方向涂覆，并使用德力封通用滚筒进
行交叉涂覆。
用量：至少0.70 kg/m²
大约2小时后即可车辆通行。
1. 做耐磨层时要避开结构缝和沉降缝区域。
2. 在做大面施工前，必须使用触变型德力封饰面209对所有垂直连
接、过渡和节点进行表面处理。通过现场添加 1 %（重量）的增
稠剂来实现触变。

对于承受高机械应力的接缝，请参见
Triflex ProJoint – 沉降缝防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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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防水系统 (OS 10)

Triflex ProPark®
系统说明
耐磨层-版本 2
准备工作:
为了能够可靠地排出地表水，涂层将被分隔不同板块。车辆通行
区域分为大小相同的矩形板块。矩形的长度最大为交通道路的两倍
宽。可以将坡道分为最大宽度为50cm的斜板块。使用美纹胶带贴在
分隔线上预留出位置（最大宽度：2.5cm）。
重要说明:
必须在耐磨涂料仍未固化时揭掉用于细分表面的美纹胶带。
不同系统版本表面之间的过渡必须如Triflex ProPark 1309系统图中所
示完成。

耐磨层-版本 3
1. Triflex DeckFloor
用德力封滚筒沿无纺布接缝方向均匀涂抹。
用量：至少 4.00 kg/m²
2. 粗硬粒
在耐磨湿料上撒上足量的粗硬粒。
耐磨层固化后，清除多余的颗粒。
用量：至少7.00kg/m²
大约2小时后可以复涂。
3. 德力封饰面 202
使用德力封通用滚筒进行交叉涂覆。
用量：至少0.80kg/m²
大约1小时后可以走行人

表面细分线的饰面处理:
表面间隙上必须涂上大约10cm宽的德力封饰面209。出于清洁原因，
德力封饰面209的所选颜色应尽可能深。
德力封饰面 209
用德力封通用滚筒在表面分界线处涂约10cm宽。
用量：至少0.50 kg/m²
大约1小时后可以复涂。
重要说明:
1. 我们建议在例如坡道和螺旋坡道等较小区域的整个表面上使用
德力封饰面209。
2. 当使用Triflex Cryl M 264时，会因为导向颗粒形成凹槽。为了获得
视觉上一致的表面，应选择与Triflex Cryl M 264颜色相同的防水树
脂。在特殊颜色的区域中，必须以相同的颜色在整个表面上涂
饰面。
耐磨层:
Triflex Cryl M 264
用不锈钢刮刀涂抹，覆盖超过颗粒的尖端。
用量：至少kg/m²
大约1小时后可以走行人。
大约3小时后可以车辆通行。

重要说明:
1. 做耐磨层时要避开结构缝和沉降缝区域。
2. 在做大面施工前，必须使用触变型德力封饰面209对所有垂直连
接、过渡和节点进行表面处理。通过现场添加 1 %（重量）的增
稠剂来实现触变。

防撞保护
为了防止机械损坏，应在危险区域（例如路缘、门槛和接缝）使用
不锈钢盖板保护防水。
1. 德力封清洁剂
清洁油脂，打磨下层*。
2. 德力封填缝胶粘剂
用德力封填缝胶粘剂涂抹保护板的整个底面。
3. 保护板
粘贴到位并用刮刀去除多余胶粘剂，必要时进行机械固定。
德力封填缝胶粘剂的用量：至少0.50 kg/m²
大约45分钟之后会承受负荷。

工作中断
如果工作中断了12个小时以上，或者被雨水等弄脏，则必须使用德
力封清洁剂清洁交界处。挥发时间至少20分钟。交界处与后续防水
必须重叠（包括德力封特制无纺布）至少10cm。这也适用于用Triflex
ProDetail节点防水处理的接缝、过渡等节点解决方案。整个过程必须
在24小时内完成。如果由于任何原因推迟了该应用过程，则必须使
用德力封清洁剂预处理要加工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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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代粗糙化处理：去除松动的锈蚀和锈垢，用德力封金属底涂剂涂底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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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防水系统 (OS 10)

Triflex ProPark®
系统说明
系统组成

应用笔记

有关施工、使用条件和混合说明的信息，请参见产品信息（或联系
我们）：
德力封清洁剂
德力封饰面202
德力封饰面209
Triflex Cryl M 264
德力封底涂222
德力封底涂287
Triflex Cryl RS 240
Triflex Cryl RS 242
德力封填缝胶粘剂

Triflex DeckFloor
TriflexFlexFiller
德力封玻璃底涂剂
德力封液体增稠剂
德力封金属底涂剂
德力封环氧底涂116+
Triflex ProDetail节点防水
Triflex ProPark
德力封特制无纺布

质量标准
所有德力封产品均按照ISO 9001中规定的标准生产。为确保质量不受
影响，德力封产品仅由专人人士或经过全面培训且合格的承包商施
工。

坡度/平整度
在开始任何作业之前和作业期间，必须确保基面的正确坡度和平整
度。在此作业中国必须考虑所需的任何校正。

尺寸公差

行驶道涂层会根据使用水平承受持续的荷载和应力。紫外线和天气
以及有机染料（例如树叶）和各种化学品（例如消毒剂、酸等）的
影响导致面漆变色、泛黄和粉化。磨损会划伤表面。这不影响固化
涂层的机械性能。

一般注意事项
在系统描述、系统图纸和产品信息表中可以找到使用德力封产品的
基础信息。在规划和实施建筑项目时，必须考虑到这些内容。如果
在作业时背离了Triflex GmbH & Co. KG的技术文档指示，可能会影响质
保。任何与项目相关的偏差都需经过德力封的书面授权。
所有数据均基于一般法规、指令和其他技术规则。必须遵守适用于
特定国家/地区的一般规定。
参数可能因为不同的项目而不同，因此用户必须测试例如基面的适
用性等条件。
不得将非系统中的物质添加到德力封系统一起使用。由于德力封产
品的技术进步或增强，可能会随时修改上述规定。

投标文本
请访问德力封网站www.triflex.com 下载，获取当前的标准规范，这
些规范有多种不同的文件格式。或者访问网站www.ausschreiber.de或
www.heinze.de。

CAD 图纸
所有CAD系统图纸均可从德力封网站www.triflex.com免费下载。

在进行作业时，请始终确保符合建筑施工的允许公差（DIN 18202，
表3第4行）。

安全提示/事故预防
在使用产品之前，请阅读安全数据表。

所需用量/等待时间
标准用量仅适用于最大粗糙度 RT = 0.5 mm 的光滑、均匀的基面。
必须对不均匀度、粗糙度和孔隙度进行特殊处理。
有关通风和等待时间的信息适用于环境温度为 +20 °C的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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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防水系统 (OS 10)

Triflex ProPark®
系统图纸
坡道面划分

约 2.5 cm

约 2.5 cm

约 50 cm

最大 2 x 宽度

约 2.5 cm

约 2.5 cm

大面划分

约2.5 cm

约2.5 cm

约2.5 cm

约2.5 cm

宽度 ≤ 5.50 m
图纸编号: ProPark-1301

图纸编号: ProPark-1303

大面

坡道

节点 A/B/C

节点 B/C

使用德力封饰面209密封的大面
划分线，宽度约为10cm

约2.5 cm

图纸编号: ProPark-1302
10
已对无纺布叠加高度差进行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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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德力封饰面209密封的表面
划分，宽度约为10cm

约2.5 cm

约50 cm

图纸编号: ProPark-1304

约2.5 cm

约50 cm

约2.5 cm

顶层防水系统 (OS 10)

Triflex ProPark®
系统图纸
系统结构，版本1 – 节点 A
饰面

耐磨层

平面
防水
底涂

德力封饰面 209
Triflex DeckFloor
撒上 0.7–1.2 mm石英砂

Triflex ProPark
用德力封特制无纺布加强
参见基面预处理

基面

系统结构，版本2 – 节点 B

耐磨层

Triflex Cryl M 264

平面
防水

Triflex ProPark
用德力封特制无纺布加强

底涂

参见基面预处理

基面

系统结构，版本3 – 节点 C
饰面

德力封饰面 202

耐磨层

Triflex DeckFloor
撒上粗硬耐磨颗

平面
防水

Triflex ProPark
用德力封特制无纺布加强

底涂

参见基面预处理

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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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防水系统 (OS 10)

Triflex ProPark®
系统图纸
墙面

凸出管道
使用德力封饰面209对
节点防水密封

至少 15 cm

节点 D/E/F

至少 15 cm

使用德力封饰面
209对节点防水密封

节点 D/E/F

至少 5 cm

至少 5 cm

至少 5 cm

图纸编号: ProPark-1305

图纸编号: ProPark-1306

排水管

结构缝

节点 D/E/F
节点防水嵌入基面约3毫米
节点 D/E/F

使用德力封饰面209密封表面划
分线，宽度约为10cm

节点防水嵌入基面约3毫米

至少 5 cm

至少 5 cm

约 2.5 cm*
至少 15 cm
* 磨损层留空处（请参阅系统说明）

图纸编号: ProPark-1308
12
已对无纺布叠加高度差进行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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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编号: ProPark-1309

顶层防水系统 (OS 10)

Triflex ProPark®
系统图纸
系统结构，版本1 – 节点 D

路源

饰面

耐磨层

节点 D/E/F

德力封饰面209
Triflex DeckFloor
撒上 0.7–1.2 mm石英砂

盖板
用德力封填缝胶粘剂粘合
使用德力封饰面209对节点防水密封

平面防水

Triflex ProPark
用德力封特制无纺布加强

节点防水

Triflex ProDetail
节点防水 *用德力封特制无纺
布加强

底涂

参见基面预处理

基面

系统结构，版本2 – 节点 E

至少 5 cm

图纸编号: ProPark-1307

至少 5 cm

耐磨层

Triflex Cryl M 264

平面防水

Triflex ProPark
用德力封特制无纺布加强

节点防水

Triflex ProDetail*
节点防水 *用德力封特制无纺
布加强

底涂

参见基面预处理

基面

系统结构，版本2 – 节点 F
饰面

德力封饰面202

耐磨层

Triflex DeckFloor
撒上粗硬耐磨

平面防水

Triflex ProPark
用德力封特制无纺布加强

节点防水

Triflex ProDetail
节点防水 *用德力封特制无纺
布加强

底涂

参见基面预处理

基面

已对无纺布叠加高度差进行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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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节点防水（例如结构缝）
可以用Triflex ProDetail节点防水或Triflex ProPark防水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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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防水系统 (OS 10)

Triflex ProPark®
系统图纸
沉降缝 – 平面

沉降缝 – 墙面

使用德力封饰面209
对节点防水密封
节点 G/H/J

圆形填充条
用Triflex FlexFiller填充

接缝防水嵌入基面约5mm

接缝防水嵌入基面约5mm

圆形填充条
用Triflex FlexFiller填充

*
至少 10 cm

至少 3 cm

节点 G/H/J

*
至少10 cm

至少 3 cm

至少 10 cm

* 平面防水和耐磨层留空处（请参阅系统说明）。

* 平面防水和耐磨层留空处（请参阅系统描述）。

图纸编号: ProPark-1310

图纸编号: ProPark-1311

14
已对无纺布叠加高度差进行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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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 15 cm

德力封支撑条用德力封填缝胶粘
剂粘上

德力封支撑条用德力封填缝胶粘剂
粘上

顶层防水系统 (OS 10)

Triflex ProPark®
系统图纸
系统结构，版本1 – 节点 G
饰面

耐磨层

德力封饰面209
Triflex DeckFloor
撒上 0.7–1.2 mm石英砂

平面防水

Triflex ProPark
用德力封特制无纺布加强

接缝防水

第二层Triflex ProDetail节点防水
加德力封特制无纺布

接缝防水

第一层Triflex ProDetail节点防水
加德力封特制无纺布

底涂

参见基面预处理

基面

系统结构，版本2 – 节点 H

耐磨层

Triflex Cryl M 264

平面防水

Triflex ProPark
用德力封特制无纺布加强

接缝防水

第二层Triflex ProDetail节点防水
加德力封特制无纺布

接缝防水

第一层Triflex ProDetail节点防水
加德力封特制无纺布

底涂

参见基面预处理

基面

系统结构，版本3 – 节点 J
饰面

耐磨层

德力封饰面202
Triflex ProFloor
撒上粗硬耐磨颗粒

平面防水

Triflex ProPark
用德力封特制无纺布加强

接缝防水

第二层Triflex ProDetail节点防水
加德力封特制无纺布

接缝防水

第一层Triflex ProDetail节点防水
加德力封特制无纺布

底涂
基面

ProPark 规划文件 05/2018

参见基面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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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flex ProPark 表面
版本1 – 德力封饰面209饰面，使用石英砂

7030石灰色

7031蓝灰色

7032卵石灰色

7035浅灰色

7037尘灰色

7040窗灰色

1023交通黄

2009交通橙

3020交通红

4006交通紫

5017交通蓝

6024交通绿

7043交通灰

9010白色

3020交通红

4006交通紫

版本2 – Triflex Cryl M 264 耐磨涂料

7030石灰色

7032卵石灰色

1023交通黄

2009交通橙

5017交通蓝

6024交通绿

7043交通灰

9010白色

版本3 – 德力封饰面202，使用粗硬耐磨颗粒

深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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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
由于印刷技术和所用材料，此处所示颜色与实际颜色之间会有细
微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