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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EX DPM
 

ARDEX Ultra-Shield 博盾防护技术 

可用于高达 100%相对湿度的基层 

隔汽层    

抑止建筑残余潮气上升 

可有效避免潮气造成的树脂地面破坏 

可快速铺装表面材料          

方便施工，快速干固 

可用于亚地斯工业、商业地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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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EX DPM 
产品描述： 

ARDEX DPM 是一种无溶剂、低粘度的双组

分环氧树脂隔汽层。ARDEX DPM 在固化后

会在基层上形成一层粘结力优异的薄膜。适宜

的基材包括非常潮湿的混凝土、水泥砂浆找平

层和聚合物砂浆层等。ARDEX DPM 在基层

相对湿度高达 100%时仍然适用。 

ARDEX DPM 对水、油脂、油、盐的水溶

液、稀的无机酸及有机酸、有机液体及溶剂均

具有卓越的耐受性。 

用途： 

ARDEX DPM 是为了抑制混凝土和水泥/砂浆

地面中的水分而特别开发的，可在地面形成一

层隔汽层。在“边设计，边施工”的施工模式

中，ARDEX DPM 使对水分敏感的铺地材料/

涂料实现提前安装。 

基面准备: 

基面必须坚硬，完整而且不含灰尘、浮浆、污

垢或其他阻隔材料（如油漆、石灰涂料、灰泥

和粘合剂残留物等）。任何不耐潮的砂浆层也

必须予以清除。 

混凝土固化剂、掺合剂、表面硬化剂以及这些

产品的残留物都可能影响粘合效果。如存在疑

问或相容性未知时，应在施工开始前，先使用

ARDEX DPM 进行一次粘结力试验。相关事

宜请咨询 ARDEX 技术服务部。任何不相容的

固化剂、掺合剂、表面硬化剂或其他表面污染

物应视具体情况采用清洗、打磨、喷砂或热压

缩空气等方予以清除。 

使用 ARDEX DGR 去油剂清除上光剂、蜡、

油脂、油和类似的污染物质，然后进行彻底的

机械准备。 

注：ARDEX DPM 不得在含地下采暖设施的

地坪系统上使用。 

伸缩缝： 

任何易受到伸缩影响的地板伸缩缝或裂缝，如

结构性伸缩缝，不得使用 ARDEX DPM 产品

体系。在整个地板涂漆过程中，这些接缝必须

用弹性密封连接系统进行处理。 

混合： 

在互相混合之前，ARDEX DPM 的各组分应

分别进行充分搅拌。应将硬化剂桶中的所有内

容物（组分 B）完全倒入树脂桶（组分 A）

中，用重型低速钻和螺旋搅拌桨使两种材料充

分混合至少 3 分钟。 

注：一旦混合，如留在混合容器内或保持散装

状态时，ARDEX DPM 将产生热量，且有效

期将缩短。因此，ARDEX DPM 应直接倒在

地板上，并立即用刷子或中短长度的滚筒刷涂

到已准备好的表面上。应确保整个表面都被涂

布，且材料不出现“坑洼”现象。 

涂布： 

使用适宜的缺口镘刀，如 1.5mm×5mm V 型

缺口镘刀，将混合好的 ARDEX DPM 涂成均

匀的涂层。 

在 ARDEX DPM 尚未变干时，应通过用混合

好的 ARDEX DPM 预湿润的长柄短滚筒刷将

锯齿状起皱推平。 

涂布厚度应不低于 200 微米/层，这可通过

ARDEX 湿膜厚度计来检查。 
覆盖面积不应超过 4m2/kg。 

注：对于粗糙多孔的基材，每平米的用量将增

加；如果在地热系统上使用，请咨询 ARDEX

技术服务部。使涂布的 ARDEX DPM 连续、

无孔洞或空腔是非常关键的，否则将需要进行

额外的涂布。使涂层完成固化后再涂布新的涂

层。第二层涂层的涂布通常可在第一层完成涂

布 8 小时后进行。 

树脂地坪 

1 将混合好的 ARDEX DPM 按涂布作业指导

涂布成均匀连续的涂层，让其完成固化。通常

情况下，固化条件为 23℃下固化 8 小时。 

2 按上述方法涂布第二层 ARDEX DPM，但涂

布方向与第一层的涂布方向垂直，让其完成固

化。固化时间与第一层相同。 

3 对于环氧和聚氨酯地坪，可以在 DPM 固化

后直接涂布；对于聚氨酯砂浆地坪，需要在第

二层 DPM 上进行抛砂处理，之后可按照正常

方式进行施工。 

水泥自流平地坪 

1 将混合好的 ARDEX DPM 按涂布作业指导

涂布成均匀连续的涂层，让其完成固化。通常

情况下，固化条件为 23℃下固化 8 小时。 

2 按上述方法涂布第二层 ARDEX DPM，但涂

布方向与第一层的涂布方向垂直，在有些粘的

状态下，用 600 微米厚的干石英砂或 ARDEX

细骨料覆盖，让涂层完成固化。 

注：使用足够的石英砂，以完全隔绝树脂。固

化后用吸尘器清除多余的石英砂。 

3 按正常方式施工水泥自流平地坪。 

快速找平 

1 进行混凝土板的机械准备，露出一个干净完

整的表面。 

2 将混合好的 ARDEX DPM 按涂布作业指导

涂布成均匀连续的涂层，让其完成固化。通常

情况下，固化条件为 23℃下固化 8 小时。 

3 按上述方法涂布第二层 ARDEX DPM，但涂

布方向与第一层的涂布方向垂直，让其完成固

化。 

4 第三层涂布 ARDEX DPM 或 ARDEX R 3 

E，在有些粘的状态下，用 600 微米厚的干石

英砂或 ARDEX 细骨料覆盖，让涂层完成固

化。 

注：使用足够的石英砂，以完全隔绝树脂。固

化后用吸尘器清除多余的石英砂。 

5 再涂覆一层快速硬化快干型 ARDEX A 35 水

泥（请查阅产品数据表）。 

涂覆面积 

每涂约 4m2/kg。例如一组 9kg 装的 ARDEX 

DPM，涂层厚度为 200 微米时，可覆盖约

36m2的面积。 

 

 

 

包装和颜色 

ARDEX DPM 的包装形式为金属双组双桶包

装（共 4 桶）。硬化剂（组分 B）装在小桶

中，树脂（组分 A）装在大桶中，  净重

9+9kg。 

材料颜色分为红色和绿色两种，均为上述双组

份包装。红色材料用于第一层涂刷，绿色材料

用于第二层涂刷。 

 

储存与保质期 

在干燥的环境中储存。如原始包装未开封，

ARDEX DPM 的保质期不短于 12 个月。 

 

工具清洗 

所有工具应在 ARDEX DPM 固化前进行清

洗。 

 

技术数据 

混合比例： 组分 A:组分 B 2:1 （重

量比） 

密度（23℃）： 1.18 

有效期： 20 分钟（23℃） 

涂布后固化时间： 8 小时（23℃） 

可步行时间（23℃） 6-8 小时后 

 

预防措施 

硬化剂含 4,4’-异亚丙基苯二酚和胺等腐蚀

性物质；环氧树脂含双酚 A/F-表氯醇，对眼

睛和皮肤有刺激性，接触后可能引起过敏。皮

肤接触及吞入被认为会造成伤害。在混合和涂

布过程中，应遵守以下预防措施：确保足够的

通风，避免眼睛、鼻通道、口腔和未经保护的

皮肤与该材料接触。通过戴防护手套及使用合

适的隔离霜来避免该材料与双手的接触。如接

触眼睛，立即用大量水淋洗，并就医治疗。如

接触皮肤，立即用大量肥皂水清洗（不得使用

溶剂）。应避免长期的皮肤接触，尤其当使用

者曾经发生过环氧材料过敏反应时，更应避免

长期皮肤接触。必须始终佩戴手套和眼睛/面

部防护设备。应遵守个人卫生规范，特别是在

完成作业后或任何工作过程中断时均应洗手。

脱去手套时应注意避免污染手套内侧。如发生

事故，应就医治疗。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阅相

关的健康和安全数据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