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11/17

COMBIFLEX®-C2/S 产品编号 2 05017
应用双组分的沥青涂层 
应用出厂规格

•  符合 DIN 18195 – 第 4 部分的地面湿气和非积

水性渗水 

•  符合 DIN 18195 – 第 6 部分的积水性渗水、压

力渗水要求 

•  此外，适用于条状的外部接缝防水（即所谓的

斑马防水）

技术数据：

基底：   双组分聚合物改性

厚涂沥青涂层

应用/基底温度：  +5℃ 至 +35℃

反应时间：  约 10 秒

耐热性，+70 °C， 依据	

聚合物改性沥青测试原理：  合格 

压力负载 0.3 MN/m2，	

依据聚合物改性沥青	

测试原理：   合格 

裂缝弥合能力，根据  

DIN 28052 - 第 6 部分： 至少 2 mm

根据 DIN 52123 的

不渗水性	

（裂缝压力 1mm）：	 	 合格

材料用量：

•  地面湿度，非持续积水性渗水： 

4.5 l/m² = 大约 3.0 mm 干燥薄膜厚度

•  持续积水性渗水/压力渗水： 

6.0 l/m² = 大约 4.0 mm 干燥薄膜厚度

未考虑不均匀基底的更大材料用量。

•  连续、无缝、柔性裂纹弥合性防水膜

•  适合所有常规基底 

•  也可以用于不光滑潮湿基底而无需打底

•  迅速防雨

•  快速固化

•  使用简单高效

•  可屏蔽氡气

•  阳离子乳化

•  不含溶剂

•  符合 DIN 18195-2 标准的防水材料

•  符合建筑规范列表 A 第 2 部分连续编号 1.4 的“

外部接缝防水”测试证书

应用领域：

COMBIFLEX-C2/S 适合对以下暴露条件下与地面

接触的建筑（例如，地下室墙壁、地基和地板）

进行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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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规格：  组分 A：180 l - 容器 

组分 B：10 l – 容器

储存条件：  未开封的原始包装中在无霜环

境下可保存 6 个月。容器打开

后应立即使用。 

清洁材料：  在使用之后，立即用水清洗设

备。已干的材料会难以清除。

基底制备：

基底必须无霜、可承重、平坦、具有多孔纹理并具

有闭合表面。必须无砾石坑、凹槽、开口裂缝、	

隆起和灰尘、水泥浮浆等有碍附着物质以及松散

部分。需预先对超过 5 mm 的起伏、灰浆槽、砌

砖或密实预制混凝土砖块中的抹灰槽，开放砖砌

体接缝、空隙、大空隙基底或不均匀的砖砌体作

业进行平整。角部和边缘应为圆形，或者在（带

混凝土部分时）安装后进行倒角。以机械方式去

除墙壁/地板过渡区域的水泥浆层。

墙壁/地板结合处和内角： 

将 AQUAFIN-1K 的泥浆涂层应用于正确制备的基	

底，在仍然湿润时，使用 ASOCRET-M30 制作弧	

形嵌条，边缘长度至少为 4 cm。为防止背部受

潮，在底板上方应用至少 20 cm 的 AQUAFIN-1K，	

沿着底板的前面向下延续 10-15 cm，具体取决于

暴露情况。 

内角、墙壁/地板结合处、接缝： 

使用刷子或 4-6 mm 厚的开槽泥刀，将 AQUAFIN-

RS300 或 AQUAFIN-2K/M 应用于制备的基底，

宽度超过接缝带至少 2 cm。然后，将 ASO-Joint-

Tape-2000-S 放在湿涂层上，不得出现空隙或褶

皱。进行粘结，使水无法沿 ASO-Joint-Tape-2000-S 

背部横流。结构性接缝穿透地板，以环状安装 

ASO-Joint-Tape-2000-S。

ASO 防水胶带系统的备选品（制作矿物基弧形嵌

条）：

使用 AQUAFIN-1K 在基底上涂抹灰浆涂层，在仍

然湿润时，使用 ASOCRET-M30 来构建最小侧面

长度为 4 cm 的弧形嵌条。

为了防止背部受潮，使用 AQUAFIN-RS300 或 

AQUAFIN-2K/M 对基础底板之上至少 20 cm 的	

区域涂抹涂层，继续向下涂抹到底板前边缘之	

上至少 10 cm。在暴露于持续积水性渗水/压力

渗水的地方，防水层必须向下延续至少 15 cm。

渗透：

对渗透周围的区域进行准备，然后使用 AQUAFIN- 

RS300 或 AQUAFIN-2K/M 来粘结 ADF-Rohrmanschette 

（管道密封垫）或 ADF-Dichtmanschette-Boden（地板	

垫圈），一旦完全干透，就与表面防水膜融合。

在暴露于积水性渗水而没有暴露于压力渗水或持

续积水性渗水的地方，使用粘结、活套或整体翼

缘并与防水膜融合。 

泼溅接触/踢脚板区域之间的过渡：

在存在泼溅水接触的区域中，让防水材料延续到	

地面以上至少 30 cm。根据地面轮廓，防水材料

必须达到地面上边缘之上至少 15 cm。作为规则，	

对此过渡区域涂抹柔性矿物基防水灰浆（例如 

AQUAFIN-RS300）从而为踢脚板打底生成粘结基

底。聚合物改性沥青涂层在此重叠至少 1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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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制备：

使用合适设备（例如 HighPump M8，一种喷射泵）	

来喷洒 COMBIFLEX-C2/S。可以从 HTG HIGH TECH  

Germany GmbH, Berlin (www.hightechspray.de) 获取

信息。

根据相关手册，在没有打底的情况下，应用 

COMBIFLEX-C2/S。根据防水等级条件的紧迫性，	

均匀涂抹制品厚度。在有压力渗水条件下进

行涂抹时，需要涂抹两层。我们建议将 ASO-

Systemvlies-02 应用于新的 COMBIFLEX-C2/S，

不得出现重叠，然后使用钢抹或焦油刷进行抹

平。ASO-Systemvlies-02 一般用于混凝土结构。

混凝土接缝条的外部防水：

防水层以条形涂抹于干净表面上，在接缝两侧的

最小宽度为 15 cm。将防水材料涂抹两层，材料

用量为 6.0 l/m²。将 ASO-Verstärkungseinlage 粘合

到第一涂层中。在前一涂层未受损的情况下，可

以涂抹第二涂层。将 ASO-Systemvlies-02 涂覆在新

完成的涂层上。在墙壁/地板过渡区域中，防水

层将在前端继续向下至少 15 cm。

检查防水膜：

必须始终检查并记录膜厚度。如果用于持续性渗

水和压力渗水，应该测量并记录湿膜和干燥薄膜

厚度。在仍然潮湿时，通过测量湿膜厚度来检查	

厚度（建议：每个地点至少 20 次测量，或者 100 

m2 进行至少 20 次测量）。测量点应该分布在对

角。根据施工情况，在渗透处、过渡处和连接处

等地点增加测量频率。根据 DIN 18195 第 6 部分	

施工时，将单独检查两个涂层。使用楔形掏槽方

法，通过破坏性参考样本来测量干燥情况以及干膜

厚度。参考样本包含项目中存在的基底（例如，	

砌墙块、混凝土铺路板），它将位于基坑中。 

排水板和保护板：

根据 DIN 18195 第 10 部分，通过合适的保护措

施或保护层来保护防水涂层，防止老化和机械性

损伤。保护层不可对防水膜施加任何点压力或线

性压力。因此，不适合使用波纹板。仅在防水涂

层完全干透之后，才可放置保护层。

合适的保护板和排水板可能固定在涂层上，但是

必须使用 COMBIDIC-2K-CLASSIC 或 COMBIDIC-

2K-PREMIUM 将边缘隔离件完全嵌入并对接。根

据 DIN 4095，安装排水。

回填基坑：

在厚涂沥青涂层完全干透之后，回填基坑。必须

根据相关技术要求执行回填。在各层中注入回填

材料并压缩。确保保护层未受损且不会滑动。

建议：

•  保护未涂抹 COMBIFLEX-C2/S 的区域。 

•  不符合 DIN 18195 的要求的所有应用将以合

同方式与客户达成一致，并根据 VOB C 部分 

DIN 18336，清楚地单独记录在规范中。请遵

守 Deutsche Bauchemie e.V 的“关于使用厚涂聚合

物改性沥青涂层进行防水的规划和执行指南”

的说明。 

•  沥青防水膜不能适应负水压。必须预先使用 

AQUAFIN-1K 对预期的区域进行防水处理。 

•  防止砌体压顶和打开的窗沿渗水。 

•  符合公认的技术规章，使用 AQUAFIN-RS300 

或 AQUAFIN- 2K/M 在远离底板施工的墙下进

行防水。 

•  防止 COMBIFLEX-C2/S 受风化（例如，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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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技术数据表未考虑当地建筑条例或法律要求。此表基于我们当前的知识和经验进行编制，仅作为产品的一般参考。我公司的外国分公司在其销售地域内出具的最
新数据表才具有法律约束力。如有任何不确定的地方，请咨询我们的技术部门，获取更多信息。

霜冻、阳光暴晒等），直到完全干透。  

•  所需湿膜厚度在任一点的超过程度不得达到 100%。 

•  在任何一点，干膜厚度不得降低于规定的最小值。

•  此技术数据表是根据 SCHOMBURG 出厂规格编

写的。我们的网站 www.schomburg.de 上提供了

关于 DIN 18195 执行要求的技术数据表。 

请遵守现行的欧盟安全数据表。

GISCODE: BBP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