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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涂聚氨酯!聚脲技术

在防水保温中的应用
王庆安， 高果桃
（ 深圳市奥顺达 （信阳 ）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 信阳 ４６４０００）

但总体来说， 喷涂聚氨酯 ( 聚脲弹性体技术发展

摘要： 介绍了喷涂聚氨酯 ( 聚脲弹性体技术及其在防水保温中
的应用， 并就这一技术的推广提出了用可再生资源（ 蓖麻油） 代

比较缓慢， 归结起来主要原因有二：

替石化产品的方法。
关键词： 喷涂聚氨酯 (聚脲； 防水与保温； 蓖麻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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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主要原料端氨基聚醚和液体胺类扩链剂（ 如二
乙基甲苯二胺等） 价格贵， 导致产品成本高， 用户难以
接受。

２） 所用喷涂设备（ 高压无气热喷涂机） 价格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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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企业在市场尚不明朗的情况下， 不愿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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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几年的努力， 情况有所变化， 喷涂聚氨酯 (
聚脲技术逐渐完善； 端氨基聚醚和二乙基甲苯二胺等
主要原材料国内也可生产， 价格在回落； 高压无气双
组分喷涂机有所改进（ 电动泵取代液压泵， 重量减轻、

《中国建筑防水》杂志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期发表了《防水

功能增加） ， 价格也在下降， 特别是有了国产设备， 且

技术在外墙外保温中大有可为》的文章 ， 特别指出推

价格极具竞争力。这给喷涂聚氨酯 (聚脲技术的推广

广外墙外保温需要防水技术的支持。笔者在此谈谈喷

创造了条件。

涂聚氨酯( 聚脲技术在防水保温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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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喷涂聚氨酯 (聚脲技术是 国 外 继 高 固 体 分 涂 料 、

喷涂聚氨酯" 聚脲的优点

１） 聚氨酯 (聚脲涂料 １００％ 固含量， 不含任何挥发
性有机物（ ＶＯＣ） ， 对环境友好， 在通风条件差的环境

水性涂料、光固化涂料、粉末涂料等低（ 或无） 污染涂

中施工安全； 施工时不受环境温度、湿度影响； 与混凝

装技术之后， 为适应环境保护需求而研制、开发的一

土、金属、木材、塑料、沥青粘接力强。

种新型无溶剂、无污染的绿色施工技术。喷涂弹性体
（ 包括聚氨酯、聚氨酯 (聚脲、聚脲） 技术是在聚氨酯反
应注射成型（ ＲＩＭ） 技术的基础上， 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发展起来的。它继承了 ＲＩＭ 撞击混合原理， 却突破了

２） 不含催化剂， 快速固化， 可在任意曲面、斜面及
垂直面上喷涂成型， 不产生流挂现象。

３） 配方体系可调， 硬度范围广。也可像普通涂料
一样加入各种颜料， 喷涂成不同色彩的厚涂膜。

ＲＩＭ 必须使用模具的局限性， 将高速反应瞬间固化的

４） 施工采用高压无气热喷涂机， Ａ、Ｂ 组分在喷枪

特点扩展到一个全新的领域， 极大地扩大了聚氨酯的

中撞击混合， 瞬间喷出。施工方便， 效率极高； 一次施

应用范围。因此， 该技术一问世便得到迅速发展， 国内

工即可达到设计的厚度， 克服了其他材料多道施工的

海洋化工研究院、江苏化工研究所、广州秀珀化工有

麻烦。

限公司率先进行了研究开发。

５） 喷涂后基层原形再现性好， 涂层连续、致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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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缝、无针孔， 美观实用。

６） 涂膜具有优异的理化性能， 如拉伸强度、伸长
率、耐磨性、耐老化、防腐蚀等。

开口孔隙中， 严重影响其保温效果。在墙面（ 立面） 施
工还容易坠落。丙烯酸涂料无毒无味、易清洁， 可做成
各种颜色， 其缺点是不耐磨、低温韧性不足， 没有一定

喷涂聚氨酯" 聚脲广泛应用于建筑防水、保温、防

厚度。而喷涂聚氨酯" 聚脲弹性体保护层， 施工方便快

腐、耐磨衬里、地坪（ 包括运动场地、混凝土保护） 、装

捷， 综合性能优异， 既可用于上人的屋顶， 也可用于外

饰、布景道具等众多领域， 本文仅对其在防水、保温中

墙的保温防水， 还能起到装饰作用， 是理想的防水保

的应用加以讨论。

温材料之一。该材料在我国的冷库建设中已应用多

３

年。另外， 近年来国外在大型公共建筑的外墙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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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氨酯" 聚脲在防水、保温中的应用
建筑防水

采用喷涂聚氨酯 "聚脲和聚苯乙烯保温板的复合防水

目前， 市场上高档防水涂料以聚氨酯和水性丙烯

保温体系， 这种新型复合体系最大的优势在于外墙立

酸为主。水性丙烯酸涂料耐候性好， 缺点是低温和高

面造型千变万化、丰富多彩。

湿的条件下不能施工， 透气性高、不能封闭水汽。聚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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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防水

酯防水涂料色彩艳丽， 防水性能好， 但施工时受湿度

目前， 隧道防水的方法之一是在混凝土沉管外施

的影响易发泡， 立面易流淌， 而且易褪色， 耐老化性能

工一道柔性防水层， 喷涂聚氨酯 " 聚脲比传统的防水

欠佳， 施工速度较慢。

涂料及橡胶卷材（ 高分子片材） 更适合在隧道等高难

喷涂聚氨酯 " 聚脲则不同， 因为其自身柔韧性好、

度工程中应用， 为新建隧道提供了一种方便可靠的防

耐老化、强度高， 即使在混凝土开裂的情况下， 不但自

水技术。著名的美国波士顿地铁隧道和中国香港地铁

身不会断裂， 而且还能将混凝土紧紧抓住， 起到防水

隧道， 均使用了聚脲作为防水层。美国北卡罗来纳州

和保护作用， 特别适用于高档建筑的屋面防水处理。

的高速公路隧道是聚脲防水工程的又一成功实例。该

广州秀珀还成功地将其应用于地下基层的防水。由于

隧道墙面为修筑在岩石上的混凝土， 由于存在渗漏问

采用专用设备喷涂成膜工艺， 聚氨酯 " 聚脲防水结构

题， 导致基础结构逐渐老化、电气泄露、容易短路以及

整体性好、无接缝， 避免了卷材接缝可能造成的渗漏，

长时间的腐蚀， 甚至会导致岩石滑塌的危险。通过广

施工效率极高。此外， 该技术在生产、施工和使用过程

泛的调研， 决定使用聚脲对隧道进行修复， 这主要基

中不使用溶剂， 无有毒有害物质释放， 有利于环境保

于聚脲具有耐腐蚀、耐老化、附着力好、可低温施工等

护。喷涂聚氨酯 " 聚脲对环境温度、湿度不敏感， 既适

优点。施工后的聚脲弹性好， 混凝土接缝处不易渗漏。

用于我国寒冷的北方， 也适合潮湿多雨的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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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保温复合体系

蓖麻油在喷涂聚氨酯 "聚脲中的应用
由于端氨基聚醚价格昂贵， 使得喷涂聚氨酯 " 聚

喷涂聚氨酯硬泡作为屋顶防水保温材料， 在我国

脲技术难以在短期内大规模普及。然而， 用蓖麻油制

已有 １０ 年的历史， 它具有优良的保温、绝热性能， 还

备的喷涂聚氨酯 "聚脲涂料应用在一些环境比较干燥

具有容重小、隔音、耐化学腐蚀、耐温、耐燃及不透水

的场合， 完全可以满足防水、保温、铺装、防腐的要求，

性等特点， 是集防水保温于一体的好材料。仪征市久

确为较经济的选择。

久防水保温隔热工程有限公司还将其成功应用在外

在喷涂聚氨酯" 聚脲 Ｂ 组分（ Ｒ 组分） 中， 聚醚多

墙保温中 。喷涂聚氨酯硬泡在户外使用时需要加保

元醇的羟值控制在 ２５～１ ０５０ ； 官能度选择范围在 ２～６

护层。目前国内常用的保护层有水泥砂浆（ 聚合物砂

之间［３］。蓖麻油的羟值大于 １６０ ， 羟基官能度为 ２．７ ， 正

浆） 和耐候性好的丙烯酸涂料等。但在保温层表面施

好适合在 Ｂ 组分中使用。蓖麻油属可再生资源， 价格

工水泥砂浆后， 砂浆中的水分会渗透到聚氨酯泡沫的

较低， 来源充足， 较之石油化工原料更具竞争性， 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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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喷涂聚氨酯! 聚脲性价比高， 市场广阔。

用的措施之一。应用可再生资源替代我国缺乏的石化

深圳市奥顺达实业有限公司选用蓖麻油制备了
两个型号的喷涂聚氨酯 !聚脲涂料， 性能指标如表 １ 。
表１
型号

!ＭＰａ
ＳＨＡⅠ

≥６

ＳＨＡⅡ

≥１０

断裂延伸率

!％

硬度

!Ａ

胶凝时间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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