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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验证试验结果确定时问为 1 500 h，用于单层屋 

面时时间提高到2 500 h，检测产品性能变化的情况。 

本标准虽然人工气候老化时间比ASTM要少，但是因 

本标准不仅检测产品的物理性能，还增加了产品老化 

后的外观评价，因此本标准实际上比ASTM要求高。 

3．3．7 抗风揭能力 

采用机械固定方法施工的单层屋面卷材，应评价 

其屋面系统的抗风荷载能力。本标准规定模拟风压 

等级应不低于4．3 kPa(90 psf)，抗风揭试验采用了 

ANSI／FM 4474的试件尺寸为 3．7 rex7．3 m的试验方 

法，分为标准试验方法和工程实际检测。本标准附录 

B中录入了测试产品抗风揭能力的 ETAG 006方法， 

供生产企业参考。 

3．3．8 其他试验项目 

低温弯折性，本标准要求取温度为一40℃，试件 

尺寸为 100 mmx25 131111。根据验证试验结果，大部分 

产品能满足要求。本试验方法与 ASTM的低温脆点试 

验方法不同，实际要求比ASTM更高。 

抗冲击性能，本标准要求 0．5 kg·m不渗水 ，按 

GB／T 20624．2—2006进行试验，落锤的质量为 1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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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及本标准立项背景 

1．1 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应用情况 

高度 500 mm。 

抗静态荷载是针对卷材压铺系统的，根据验证试 

验结果 ，本标准采用了试验方法的最高要求 20 ， 

按 GB／T 328．25的方法进行试验。根据验证试验结 

果，大部分产品能满足要求。 

4 结语 

本标准非等效采用了ASTM D6878标准，与其技 

术水平相当，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本标准制定过程 

中验证试验的产品包括了国外公司的产品，试验结果 

表明，本标准产品性能指标设置适当。 

目前标准正处于报批过程中，本文介绍的内容如 

与正式颁布的标准内容有出人，应以正式发布的内容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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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太地区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 

和香港 、台湾地区，都有生产应用聚合物水泥防水材 

料。据悉，2001年，日本有 30余家公司生产 62种型 

号的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产品，用于约 730万 m 工 

程，其中新建工程约 400万 m ，修建工程约 330万 

m ，折合产品用量约 2万 t。在欧洲，聚合物水泥防水 

材料应用较多的是德国。 

根据《中国建筑防水》杂志社所做的我国防水材 

料工程应用调查 ，聚合物水泥基防水涂料近年来在 

我国用量较大，是应用量居前 l0位的防水材料之一。 

调查还显示，聚合物水泥基防水涂料在地下室底板、 

地下室墙板、保温外墙、非保温外墙、室内地面、室内 

墙面、地铁站台、水池、泳池、污水池等不同工程类别 

和部位均有应用。 

目前，聚合物水泥基防水材料已有的产品标准有 

两项 ：JC／T 984--2005(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这是 

偏刚性的水泥基防水材料的标准，目前已对该标准进 

行了修订 ，新版标准正在报批之中；GB／T 23445— 

2009(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这是偏柔性的水泥基防 

水材料的标准，该标准已正式发布并执行。 

1．2 聚合物水泥防水浆料 

聚合物水泥防水浆料也是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 

中的一种，不同于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和聚合物水泥 

防水砂浆，是兼有刚性与柔性的新型水泥基防水抗渗 

材料。这种涂料的涂膜既具有聚合物的延伸性、防水 

性 ，又具有水硬性材料的强度高、易与潮湿基层粘结 

和耐水性好的优点，更可根据不同工程的要求调节柔 

韧性和强度等指标，施工方法灵活方便。近年来，该 

材料以其产品特性在不同的建筑和工程部位得到广 

泛的应用。 

2006年 日本建筑学会发布 《聚合物水泥系涂膜 

防水工程施工指南(案 )》(以下简称“指南”)，该指南 

按涂膜对基层的随动性的大小将产品分为 A、B两种 

类型，其中A型适用于基层活动量较大的基层，B型 

适用于活动量较小的基层。前者，就是我国现有的聚 

合物水泥防水涂料，而后者，即聚合物水泥防水浆料。 

聚合物水泥防水浆料在国内最有代表性的产品 

标准解读 

是K1 1聚合物水泥防水浆料。K11产品于 1995年由 

德高建材公司进人中国，在中国得到了广泛应用， 

K11这个产品代号已被防水行业所知晓。Et本青涵隧 

道、香港地铁 、澳门葡京酒店、德国爱仙莎姆核电站 、 

巴西里约热内卢污水处理等工程均采用了 K11防水 

材料，防水效果良好。K11产品在欧、美 、日等工业发 

达国家和我国大陆及港 、台地区均已获得广泛应用， 

市场增长率保持良好。K11产品分柔韧型 K11防水 

浆料和通用型 K11防水浆料，简称“柔 K”和“通 K”。 

产品应用已经多年，在我国一些大型建材超市销售很 

好，仅德高公司 K1 1产品一年销售额就超过 5 000万 

元。我国许多防水企业特别是广东、福建、海南、浙江、 

上海等南方地区的企业均有生产且产量较大。 

聚合物水泥防水浆料在我国已有 10年以上的应 

用历史，制定该产品行业标准，有利于净化与规范该 

产品市场，从而保证防水材料质量与防水工程质量。 

2 标准制定的原则及标准名称 

2．1 标准制定原则 

1)积极采用国外先进标准。经调研和比较，以 

2006年 日本建筑学会发布的“指南”作为本标准的主 

要参考对象较为适宜，在选择试验方法时尽量参照 

日本标准JIS A6021--2000(建筑防水涂料》。 

2)产品标准应总结我国生产与使用聚合物水泥 

防水浆料的实践与科研成果，反映近年来该产品的 

技术进步。 

3)产品分类和技术要求的设置能突出聚合物水 

泥防水浆料的特点，试验方法尽量采用我国现行的 

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技术指标应在对全国各地的典 

型企业提供的产品经过反复试验验证后确定。 

2．2 标准名称 

本产品是以水泥、细骨料为主要原材料 ，以可再 

分散聚合物干粉或聚合物乳液和添加剂为改性材 

料，按一定比例拌制而成的刚性带柔性的防水抗渗产 

品。 

本标准规定的产品沿用习惯叫法，称之为：聚合 

物水泥防水浆料，简称“JJ防水浆料”，以区别于聚合 

物水泥防水涂料(简称“JS防水涂料”)和聚合物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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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砂浆(简称“JF防水砂浆”)。 

本产品与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JS防水涂料)相 

比：形态上增加了干粉型单组分；聚合物用量减少；增 

加了石英砂或黄砂等细骨料的用量；材料偏刚性；多 

数情况下可用于地下工程及水利、水工、地铁、隧洞及 

建筑物外墙 、卫生问、地坪等长期与水接触或浸泡的 

工程 。 

本产品与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JF防水砂浆)相 

比：聚合物用量增多；材料偏柔性；适用于位移变化略 

大的建筑工程和土木工程。 

3 有关标准制定的说明 

3．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聚合物水泥防水浆料的术语和定 

义、分类和标记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 

装、运输与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工程用的聚合物水泥防水浆 

料。 

3．2 分类与标记 

产品按组分分为单组分(s)类和双组分(D)类。 

单组分(s)类 ：由水泥、细骨料和可再分散胶粉 、添加 

剂等组成。双组分(D)类：由水泥、细骨料和聚合物乳 

液、添加剂等组成。 

如前所述，El本的“指南”按涂膜对基层的随动性 

的大小将产品分为 A、B两种类型。本标准的产品定 

位，就是界于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和聚合物水泥防水 

砂浆之问，即柔性材料与刚性材料之间。本标准将产 

品类型分为通用型(I型)和柔韧型(Ⅱ型)。 

标记，采用一般产品的标记方法：产品名称、类 

别、标准号。 

3．3 一般要求 

防水涂料施工与使用引起的环保与人身安全问 

题，越来越受到社会与公众的关注。最根本的解决办 

法是从源头抓起，建立产品严格的市场准人机制。即 

生产用的原材料均应符合环保与安全要求，对人体、 

生物、环境无害；生产过程中的化学与物理反应不产 

生有害物质。真正做到不符合上述要求的企业不能 

生产；不符合上述规定的产品不能进入市场。参照 

ASTM标准与我国工程建设规范，本标准对聚合物水 

泥防水浆料产品的环境与安全要求提出了原则性规 

定。即：本标准包括产品的生产与使用不应对人体、 

生物与环境造成有害的影响，所涉及与使用有关的 

安全和环保要求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和规范的规定。 

3．4 技术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聚合物水泥防水浆料的外观及物 

理力学性能的技术要求。对通用型(I型)和柔韧型 

(11型)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3．4．1 通用型(I型)产品的标准项目设置 

项目设置与试验方法参照JC／T 984--2005(聚合 

物水泥防水砂浆》及 目前正在报批的修订版内容。技 

术指标还结合了建筑防水工程对防水浆料的要求，参 

考了大量的技术文献 、企业标准以及国家标准 GB 

50108--2008(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工程建设标 

准化协会标准 CECS 1 8：2000《聚合物水泥砂浆防腐 

蚀工程技术规程》、电力行业标准DL／T 5126(聚合物 

改性水泥砂浆试验规程》和 日本标准 JIS A 6203— 

2000(水泥调节剂用聚合物分散剂和可再分散的聚合 

物粉末》，同时征求了有关专家的意见，在广泛的试验 

验证工作基础上确定的。 

通用型(I型)产品与JC／T 984--2005(聚合物水 

泥防水砂浆》及目前正在报批的修订版内容比较，项 

目设置除了干燥时间代替凝结时间外，增加了迎水面 

抗渗压力、7 d潮湿基层粘结强度、7 d碱处理粘结强 

度、7 d浸水粘结强度，去除了28 d的无处理粘结强 

度、压折比项 目。参照项 目有：抗渗压力(涂层抗渗压 

力)、抗折强度、抗压强度、柔韧性(横向变形能力)、粘 

结强度、耐碱性、耐热性、抗冻性、收缩率等。指标的 

设置突出了聚合物水泥防水浆料自身的特点，强化 

了工程应用要求。 

3．4．2 柔韧型(Ⅱ型)产品的标准项 目设置 

本标准设 置 的试验项 目主要参 照 了 GB／T 

23445--2009(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设置了粘结强 

度、不透水性等项 目，取消了固体含量 、拉伸强度、断 

裂伸长率、低温柔性 4个指标，增加了干燥时间、柔韧 

性、耐碱性、耐热性 、抗冻性(冻融循环)4个项目。耐 



碱性、耐热性、抗冻性(冻融循环)3个项目，主要考虑 

到聚合物水泥防水浆料是偏刚性材料，有其特殊用途 

而设置的。本标准不设置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 2 

个指标，其原因是 Js标准中的Ⅲ型产品延伸率也只 

有 30％，对刚中带柔性的浆料产品来说 ，数值太小， 

已失去检测的意义了。为了体现产品具有柔韧性，在 

浆料标准Ⅱ型产品中增设了柔韧性指标，其试验方法 

按 GB／T 16777--2008~建筑防水涂料试验方法》中第 

13章进行 ，采用圆棒 ①10 mm，在温度 lO℃下试验。 

该项目用于考核试件在 10℃温度下的柔韧性。对于 

双组分聚合物水泥防水浆料，乳液含量与JS防水涂 

料相比低得多，其固体含量控制已没必要，因此本标 

准取消了固体含量项 目。本标准参照 GB／T 23445— 

2009(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所设置的试验项目，其试 

验方法也均参照了该标准。聚合物水泥防水浆料的 

物理力学性能见表 1。 

表 1 物理力学性能 

序 技术指标 
项 目 

号 I型 Ⅱ型 

表干时间，≤ 4 
1 干燥时间 ”，h 实干时间

，
≤ 8 

2 抗渗压力／MPa，≥ O．5 0．6 

3 不透水性，0．3 MPa，30 rain 不透水 

横向变形能力／mm，≥ 2．0 
4 柔韧性／mm，≥ 弯折性 无裂纹 

无处理 ．≥ 0．7 

潮湿基层，≥ 0．7 
5 粘结强度／MPa 碱处理

， ≥ 0．7 

浸水处理，≥ 0．7 

6 抗折强度／MPa，≥ 4．0 

7 抗压强度／MPa，≥ l2．O 

8 耐碱性 无开裂、剥落 

9 耐热性 无开裂 、剥落 

1O 抗冻性 无开裂、剥落 

ll 收缩率／％，≤ O．3 

注 1)：干燥时间项目可根据用户需要及季节变化进行调整。 

3．5 检验规则 

批量大小主要取决 

于企业的生产规模与产 

品质量的稳定程度。企 

标准解读 

业产量越大，产品质量稳定，批量可以规定大一些；反 

之，企业产量小 ，产品质量不稳定 ，则批量规定小一 

些。这样承担的风险就小。本标准根据目前企业的生 

产规模、实际的产量与产品质量的稳定程度，规定同 

一 品种、型号的产品 20 t为一批量，不足 20 t一个批 

量的亦可按一批计。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规定出厂检 

验项 目：外观 、干燥时间、抗渗压力、柔韧性 、粘结强 

度(7 d无处理)。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标准第 6章中规 

定的全部项 目。 

3．6 包装、标志、运输与贮存 

产品贮存期为 6个月。此贮存期系指从生产 13 

期开始计算。在遵守有关运输、贮存的条件下，产品 

在 6个月内，各项性能应保证达到标准规定的技术 

要求。当超过 6个月时，通过检测符合标准要求的可 

以继续使用。 

4 试验方法 

4．1标准试验条件 

为与其他防水材料及 ISO的通用要求统一，规定 

标准试验条件为：温度为(23~2)oC；相对湿度兼顾产 

品固化要求，根据我国实验室的实际条件，目前定为 

(50~10)％。标准试验条件的比较见表 2。 

养护室(箱 )养护条件 ：温度(20~3)℃，相对湿 

度≥90％。养护水池条件：温度(20~2)℃。 

4．2 配料 

本标准规定了配料与混合的试验方法。按生产 

企业推荐的配合比进行。 

拌料采用符合 JC仃1 681《行星式水泥胶砂搅拌 

机》标准的搅拌机按 DIJT 5 126要求低速搅拌或采用 

人工搅拌。 

4-3外观 

经搅拌后目测。 

表 2 标准试验条件 

JC，I' GB厂r ASTM JIS JIS 试验条件 本标准 

984— 2O0 23445— 20o9 C836 A602l—．95 A6021— 2Ooo 

温度／"C 23+2 23+2 23+2 23+2 20_+2 23+2 

相对湿度／％ 50~10 50-+10 50+10 50+5 65+20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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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干燥时间 

干燥时间按 GB／T 16777--2008巾第 16章的规 

定进行试验。 

4．5抗渗压力 

按 4．2配料 ，拌匀后按 GB 23440---2009中 6．5 

的规定进行迎水面试验。 

4．6不透水性 

按 4．2配料，将配好的浆料倒入 GB／T l6777— 

2008中4．1规定的模具巾涂覆。试件制备时分 2次 

或 3次涂覆，使试样厚度达到(1．5±0．2)mm。按 GB／T 

23445--2009中7．4的规定养护。 

养护后按 GB／T 16777--2008中第 15章的规定 

进行试验。试验压力 0．3 MPa，保持压力 30 rain。 

4．7柔韧性 

4．7．1 I型柔韧性(横向变形能力) 

试验方法按 JC／T 1004--2006附录 B规定进行。 

4．7．2 Ⅱ型柔韧性(弯折性) 

按 4．6制备的试件，养护后切取(100~25)mill的 

试件 3块。按 GB／T 16777--2008中第 13章的规定进 

行试验。圆棒直径 10 mm，温度 10 cc。 

4．8 粘结强度 

采用符合 GB 175—2007的普通硅酸盐水泥，按 

JC／T 907--2002中5-4进行成型的 70 mmx70 mmx20 

mm砂浆基块，按 GB／T 23445--2009中7．6条规定进 

行试验。 

4．9 抗压强度与抗折强度 

按 GB／T 17671规定的试模成模。试件成型养护 

结束后按 GB／T 17671进行试验。 

4．10 耐碱性 

将制备好的试样刮涂到 70 mmx70 mmx20 mill 

水泥砂浆块上，涂层厚度为 1．5～2．0 mm。试件养护后 

放在符合 GB／T 16777--2008中 13．2．3规定的饱和 

Ca(OH) 溶液中浸泡 168 h。随后取出试件 ，观察有 

无开裂、剥落。 ’ 

4．1 1耐热性 

将制备好的试样刮涂到 70 mm~70 mmx20 mm 

水泥砂浆块上，涂层厚度为 1．5～2．0 mm。试件养护后 

置于沸煮箱中煮 5 h。随后取出试件，观察有无开裂、 

剥落。 

4．12抗冻性(冻融循环) 

将制备好的试样刮涂到 70 mmx70 minx20 mm 

水泥砂浆块上，涂层厚度为 1．5～2．0 mm。试件养护 

后，按 GBfF 50082--2009第 4章进行试验 ，一l5℃气 

冻 4 h，在符合 7．1．3规定的水池中水融 4 h，冻融循 

环 25次。随后取出试件，观察有无开裂、剥落。 

4．13收缩率 

按 JC／T 603--2004进行成型、养护和试验，龄期 

为 28 d。 

5 结语 

本标准制定是在参考了国内外同类产品技术资 

料及相关标准，并在考察了产品工程应用实际情况的 

基础上，根据验证试验结果而制定的。 

本标准已于 2010年 3月 18日通过全国水泥制 

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审查。本标准颁布实施后，将使 

刚柔兼备的防水浆料产品有统一的标准可遵循，从而 

促进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的健康发展。 

本次标准的制定系国内首次，还需要在标准的实 

施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发现不足之处，再进行进一 

步的修正和完善。 

本文介绍的内容，如与正式颁布的标准内容有出 

入，应以正式发布的标准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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