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ka® Unitherm®（佑民生）
钢结构防火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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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卡集团于 1910年成立于瑞士苏黎

世。目前西卡集团已在全世界70多个

国家设立了80多个工厂和销售公司。

西卡集团在2012年被瑞士权威机构评

为瑞士品牌50强，专利注册数20强，

瑞士证券交易所领导者指数（SLI）前

30名公司。

西卡（中国）有限公司是西卡集团在

华的全资子公司，总部位于苏州工业

园区，在中国拥有10个生产工厂和遍

布全国的营销组织，生产并销售包括

先进的混凝土外加剂，PVC 防水卷材

系统，聚氨酯密封胶，各类工业地坪

材料，灌浆材料，加固与修补材料，

钢结构保护涂料等一系列化学建材产

品，为客户提供从屋面到地面的全方

位解决方案及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Unitherm®（佑民生）钢结构防火涂

料于上世纪50年代在德国开始研发及

生产，于2006年正式成为西卡集团的

一员。Unitherm®（佑民生）是全球

最优秀的防火涂料之一，拥有超过六

十年的使用经验，通过了四十多个国

家的检测及认证。Unitherm®（佑民

生）被广泛应用于机场、电子以及化

工等厂房、核电站、会展中心、体育

馆等工程项目，自1996年进入中国以

来，Unitherm®（佑民生）先后应用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二号航站楼、广

东岭澳核电站、广州国际会议展览中

心等国家重点项目中。产品防火性能

优异，质量稳定，可以广泛应用于室

外及室内钢结构，在耐候性要求极高

的海洋性气候下，也得到了大量应用。

钢结构防火涂料执行标准公司介绍

在中国，Unitherm®（佑民生）通

过了钢结构防火涂料的国家检测标

准GB14907-2002《钢结·构·防·

火涂·料（Fire resistive coating for 
steel structure）》的检测。

同时，在世界范围内，Unitherm®
（佑民生）也通过了最有影响力的

防火涂料检测标准之一：英国BS476: 

Part21 (British Standard: Fire Tests on 

Building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

建筑材料和结构的燃烧试验) 。

影响钢构件升温速率的主要

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  钢结构的厚度：厚的构件升温速率

低于薄的构件。

•  截面系数（Section Factor）等于截

面周长/截面面积（Hp/A）：钢结

构的截面系数越小，其耐火时间越

长。因此，截面系数是影响防火涂

层厚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  静载荷：当静载荷越低时，钢构件

失去承载能力的温度越高。

•  结构：柱，梁，网架结构等，由于

其功能及位置的不同，承受的应力

作用的类型也不同，例如压力，拉

力或者弯曲应力等，其耐火性能也

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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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卡钢结构防火解决方案 西卡工程应用——核电站

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远的钢结构保护涂料品牌之一，Sika Permacor®
和Sikacor®钢结构防腐体系 与Unitherm®（佑民生）配合使用，可以

为钢结构提供完善的防腐及防火保护。西卡不仅可以按照ISO12944 的

规定，为各种腐蚀环境及腐蚀等级下的钢结构提供防腐保护，同时，

也可以提供高达3小时的防火保护。另外，西卡也可以按照劳尔色卡

定制特殊的防腐面漆颜色。

西卡钢结构防腐及防火保护

典型配套体系

核电站濒海而建，氯离子含量高，湿

度大，对防火涂料耐久性有很高的要

求。自2000年西卡防护涂料应用于秦

山核电站始，佑民生防火涂料先后在

国内多个核电站得到大规模应用，同

时，也是唯一拥有13年以上成功应用

案例的防火涂料品牌。

系统组成 ：

环氧富锌底漆Permacor® 2311 
环氧云母中间漆Permacor® 2315
防火涂料 Unitherm® 38091 Exterior 

面漆Unitherm® Top S

工程案例：

浙江省秦山核电站一期及三期2000 

广东岭澳核电站2004 

大连红沿河核电站一期2009
江苏连云港田湾核电站2002 

广东岭澳核电站一期维护2007
福建宁德核电站一期2009
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维护维修2004

面漆

防火层

防腐底涂

碳钢：防火+防腐 碳钢：防火 镀锌钢：防火

表面处理 碳钢表面喷砂处理至SA 2 级(ISO 8501)，粗糙度 “中” ( G )( ISO 8503-1 )

底漆
Permacor®

2311
Sikacor® Zinc R

80μm Permacor®
2004

80μm

封闭
Permacor®

2315/EG
Sikacor® EG 1

80μm
Permacor®

2706/EG
Sikacor® EG 1

80μm

防火涂料
Unitherm® 38091 Exterior

Sikacrete® 50160 Unitherm®
500-3000um/
10mm-26mm

面漆
Unitherm® Top S

Permacor® 2707/2330
60~100μm

备注：对于维修工程，我们也可以提供特制的底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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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化工厂房由于洁净程度的需求，

对功能性防火解决方案提出严格的要

求。西卡拥有洁净室适用材料产品认

证，致力于为电子，化工等厂房提供

专业的防火解决方案。

系统组成 ：

环氧富锌底漆Permacor® 2311 
环氧云母中间漆Permacor® 2315
防火涂料 Unitherm® 38091 Exterior 
面漆Permacor® 2707

 

工程案例：

上海立新电讯有限公司1997 

茂德科技(ProMos) 2004 

上海华虹NEC电子有限公司1998
上海华虹NEC电子有限公司2007
上海南汇天马2007
华为电器1999
重庆渝德科技811 2007
上海飞利浦公司2002 

华邦电子2005 

统宝光电2005 

友达光电一期2003
（涂装面积超过100万平米）

友达光电二期2003
（涂装面积超过100万平米）

友达光电三期2006
（涂装面积超过100万平米）

京东方合肥2009/2011
京东方北京 2004/2010/2012
无锡海力士意法半导体2005
（涂装面积超过20万平米）

力晶半导体(PSC) 2004 

烟台万华宁波项目2005 

扬子-BASF 南京2005 

扬子-BASF 南京维护2007
道康宁张家港项目2008
上海AT&S 2002 

赫克力士南京2009
宁波万华2010
群创科技(Innolux) 2003 

张家港瓦克化学2010
杜邦上海张江研发中心2004
拜耳MDI 2007
拜耳MMDI一、二期2007
拜耳PC二期2007

随着越来越多的大跨度钢结构应用在

航站楼，火车站，展览馆等公共建

筑，客观的要求防火涂料不仅要提供

美观的质感，丰富的色彩，同时，也

对防火解决方案静载荷提出限定要

求。超薄型防火涂料的出现，提供了

更好的选择。

系统组成 ：

环氧富锌底漆Permacor® 2311 
环氧云母中间漆Permacor® 2315
防火涂料 Unitherm® 38091 Exterior 
面漆Permacor® 2330

工程案例：

北京首都机场二号航站楼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香港赤腊角国际机场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一号航站楼

成都双流机场二号航站楼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货运站 

广州地铁四号线高架车站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机务仓库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东方航空公司物流中心

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荣获鲁班奖） 

内蒙古白塔机场

兰州中川机场（荣获鲁班奖）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航站楼

太原机场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客运港

重庆机场

东方航空公司物流中心

济南国际机场航站楼 

武广高铁武汉站

西卡工程应用——电子/化工厂房 西卡工程应用——航站楼，车站及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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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9001: 2008
Certificate NO.: CC 3576

ISO 14001: 2004
Certificate NO.: CC 3577

生产该产品的品质/环境体系通过了
由香港品质保证局依据ISO9001/ISO14001进行的认证

适用最新的销售条款。在使用本样
本前，请咨询具体的产品数据。

西卡（中国）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
泾东路28号
邮编 215121

电话 +86 512 6273 2888
传真 +61 512 6287 7070
marketing@cn.sika.com
http://chn.sik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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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卡建筑领域全方位解决方案

密封

Sikaflex®
Sikasil®

灌浆

Sikadur®
SikaGrout®

屋面

Sarnafil® 
Sikaplan® 
Sikalastic® LAM

防水

Sikaplan®, Sikalastic®
Sika® & Tricosal® Water stops
Sika® Injection Systems

混凝土生产

Sika® ViscoCrete®
Sika® Retarder®
Sika® SikaAer®

地坪

Sikafloor®
SikaBond®

混凝土修复与保护

Sika® MonoTop®
Sikagard®
Sikadur®

防腐及防火

SikaCor®
Sika® Unitherm®

结构加强

Sika® CarboDur®
SikaWrap®
Sikadu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