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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液体应用防水专家品牌

聪明又简单的防水选择

Triflex
德力封 
SmartTec
斯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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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flex德力封 SmartTec斯玛特

基面环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防水材
料的要求很高，常常对防水材料发出新的挑
战。Triflex德力封 Smartec斯玛特防水系统能够
简单轻松地解决复杂环境对防水的挑战，并
且保持超长的耐久性。比如：在潮湿的矿物质
基材上，地基或底座，喷泉或水池.......。甚
至对于托儿所、学校、医院等等这些对室内环
境和健康有更高要求的建筑，也完全可以使用
Triflex德力封 Smartec斯玛特防水系统，并获得
从根本上安全可靠的解决方案。

所有的这一切，仅需要一种材料和一个
简单的施工，可靠且高效！

从根本解决防水问题

无需底涂即可在几乎所有基材上使用。
可规划性强的经济选择。

单组分涂料，无需混合。
简单，有保证的应用和高可靠性。

透气系统，低Sd值（等效空气层厚度值）<2.0米。
即使在潮湿的矿物基材上也可粘附，具有高干燥能力。

国际环保，不含溶剂和异氰酸酯，低气味。
特别适用于对气味敏感的区域，例如托儿所和医院。

来自德国，SmartTec的强势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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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解决防水问题

极其耐用
Triflex德力封 SmartTec斯玛特已获得德国通用建筑监督管理局的测试认证（abP），通过了广泛
的综合测试和实际应用。根据ETAG 005标准的预期使用寿命为25年。

防水直至最细微处
接缝、连接节点、组件之间的结构运动或裂缝：Triflex德力封 SmartTec斯玛特尤其擅长处理复杂
的节点。柔性涂料搭配无纺布增强可确保无缝无隙的防水效果，同时具有耐植物根穿刺功能。

无可匹敌的多功能性
翻新、维修、地基、装饰喷泉、机房、洒水罐、医院等各种基材：有了Triflex德力封 SmartTec
斯玛特，您将拥有理想的定制且持久的解决方案，可满足所有防水需求。

令人印象深刻的性能

无味：系统无溶剂，可应用于室内
机房。

快速生效：Triflex德力封 SmartTec斯玛
特无需底涂即可直接应用于混凝土
上，并可快速实现防水功能。

快干：Triflex德力封 Smartec斯玛特
可以附着在潮湿的矿物质基材上，
湿气可单向散出，基材随后很快干
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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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flex德力封 SmartTec斯玛特是一种通过无纺布增强的单组分防水解决方案，用于在与土壤接
触区域的地基和基础。它可以无需底涂直接应用于几乎所有基材上——甚至在潮湿的混凝土
上。 Triflex德力封 SmartTec斯玛特也非常适合在对气味敏感的区域使用。Triflex德力封 SmartTec斯
玛特以液态湿加湿的方式施工，快速固化，即使在潮湿的混凝土上也可以形成持久而光洁的表
面。

防水直至基层

Abdichtungs-
ba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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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uerwe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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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uchtigkeit

基材，此处为混凝土

透气系统 

水分可通过防水层出去，建筑结构

可以干透。

防水

重要提示: 

应始终根据具体情况，检查与基层的粘附力！

(1) 根据卷材类型，例如使用德力封底涂剂610。
(2) 替代粗糙化：用德力封清洁剂擦拭，涂上德力封金属底涂剂（事先移除松散的锈）。

基层预处理

基层 预处理 底涂
混凝土 打磨 无需底涂
轻质混凝土 无需底涂
砂浆 打磨 无需底涂
改性树脂砂浆 打磨、铣削或者无尘喷丸 无需底涂
石膏/砖石 无需底涂
沥青 打磨 无需底涂
冷沥青涂层 粘接强度试验 无需底涂
热沥青涂层 粘接强度试验 无需底涂
改性(PYE)聚合物沥青卷材(SBS) 无需底涂
改性(PYP)聚合物沥青卷材(APP) 粘接强度试验 无需底涂
硬PVC模制件 用德力封清洁剂擦拭，表面粗糙化 德力封底涂533
塑料卷材(PIB) 用德力封清洁剂擦拭，表面粗糙化，必须进行粘接强度试验 根据要求(1)

塑料卷材(PVC-P，nB) 用德力封清洁剂擦拭 德力封底涂533
塑料卷材(TPO、FPO、EPDM) 用德力封清洁剂擦拭，表面粗糙化，必须进行粘接强度试验 德力封底涂剂610
玻璃 用德力封清洁剂擦拭，表面粗糙化，粘接强度试验 德力封玻璃底涂剂
木头 移除涂料 无需底涂
铝 用德力封清洁剂擦拭，表面粗糙化 无需底涂 (2)

不锈钢 用德力封清洁剂擦拭，表面粗糙化 无需底涂 (2)

镀锌钢 用德力封清洁剂擦拭，表面粗糙化 无需底涂 (2) 

复合保温系统 无需底涂
油漆 打磨，完全移除 参考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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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覆盖无纺布增强型的单组分防水系统
 + 无需底涂直接附着于潮湿的混凝土上
 + 不含溶剂和异氰酸酯，非常适合气味敏感

区域
 + 通过欧洲室内空气VOC含量金牌（GOLD）

认证，等级A+。PHZ医院卫生安全认证。
 + 符合 DIN EN 13501耐外部火灾 BROOF (t1), BROOF 

(t2) 和 BROOF (t4)
 + 耐植物根穿刺，获FLL标准检测认证。

优势Triflex德力封 SmartTec斯玛特

多种应用，
一种方案。

防水层

混凝土

masonry

泥

保
温
层

湿气

应用实例：
1  地基防水
2  景观池
3  发酵罐
4  永久潮湿的基材可能会对建筑结构造成持久损坏。Triflex德力封

SmartTec斯玛特 具有低Sd值<2.0米。被困的湿气可以透散出去，从
而提供持久的保护。

5  阶式基础
6  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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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粘聚酯无纺布
+ 材料增强及裂纹桥接
+ 完美，简单，安全
+ 经测试的施工缝和垂直表面的 
 防水

附加产品系列

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为防水。
Triflex德力封 SmartTec斯玛特可无需底涂直接应用于几乎所有基材上。我们的产品系列包括针对
特殊应用的解决方案，可以在不进行大量准备工作的情况下快速轻松地完成施工。对难以使用
无纺布增强的特别复杂的节点，我们也提供了一种可靠解决方案来进行防水处理。

垂直缝

德力封特制无纺布SK 

+ 替代长时间磨削
+ 适用于所有金属表面，例如
 铜和不锈钢
+ 即使是生锈的基材
+ 快速干燥，复涂时间短

+ 单组分材料
+ 不含溶剂和异氰酸酯，
 低气味
+ 无纺布纤维增强，高弹性防水

+ 快干
+ +20 °C时大约20分钟之后可以复涂
 

金属基材 难以触及的节点

PVC基材

底涂 配套产品

德力封金属底涂剂 德力封 SmartTec斯玛特便捷防水

德力封底涂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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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步骤：

1. 为了更好地粘附
基层，首先打磨混
凝土。

5. 铺上德力封特制无
纺布，确保无气泡，
用干滚筒压平。

7. 完成。建筑物已具
备防水性能。

2. 准备所需量的单组
分树脂。

6. 再涂上第二遍涂料
（1.5千克/平米）。

3. 首先使用Triflex德力
封SmartTec斯玛特对所
有节点进行防水。

4. 使用辊筒先涂一
遍涂料（1.5千克/平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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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Triflex GmbH & Co. KG
Karlstrasse 59
32423 Minden
Germany
Tel.: +49 571 38780-0
Fax: +49 571 38780-738
info@triflex.com | www.triflex.com

中国（亚洲）
福漫（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Follmann (Shanghai) Trading Co., Ltd.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838号华都大厦19H室
邮编：200122
电话：+86 21 58820508
传真：+86 21 58820157
info@triflex.cn | www.triflex.com

Triflex是Follmann集团旗下的企业

颜色

防水 – Triflex德力封 SmartTec斯玛特

7030 石灰色

请注意: 

受印刷技术和材料的影响，此处所示颜色

与实际颜色可能会有细微差异。

7043 交通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