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数据表 

 DOWSIL™ 520 Dilutable Water Repellent Emulsion 
 

特性和优点 

• 易用水稀释，方便使用 
• 生成疏水处理层，抑制水分吸收 
• 在 5–20%的活性成分条件下性能

优异并且稳定 
• 由于小分子结构，可渗透基材表

面，提供增强的防水性 
• 降低水分吸收，减少由于冻融和

风化产生的剥落，从而延长基底

的寿命 
• 渗透处理不会改变基底的外观 
• 属于无溶剂型，应用过程中释放

极少 VOC（挥发性有机物） 

组成 

• 水溶性硅烷/硅氧烷乳液 
• 乳白色 
• 40%的活性成分 

 

活性成分可渗入物体表面形成防水处理层 

应用 
• 适用于需要防水的矿物质基底，如砖块、石材、混凝土基材和砂浆等 

典型物性 
规格制定者：以下数值不可用于制订规格。 

参数 单位 数值 

颜色  乳白色 

活性成分 % 40 

pH（酸碱度）  3.5–5.5 

比重，25°C (77°F)  0.965 

闪点，闭杯 °C (°F) > 100 (212) 

密度 lb/gal 8.1 

挥发性有机物（VOC）含量 1 

不含水与免除化合物 
包含水与免除化合物 

 
g/L 
g/L 

 
< 300 
120 

溶剂（稀释剂）  水 

根据加利福尼亚大气资源局的规定来决定。 

 

描述 
DOWSIL™ 520 可稀释防水乳液是

一种含 40%活性硅烷/硅氧烷的乳

液，根据实际应用以及待处理的基

底情况，需将其稀释成含有 5%–
20%的活性组分后方可使用。与其

它硅烷防水剂相同，正确应用这种

经过配制的产品后，它将与基底发

生化学反应，渗透表面并产生防水

性。处理后的基底可防水而且保持

其原来的外观。为了确保得到所需

的性能与外观，应将产品应用于小

范围代表性且不显眼的区域，以便

对其进行评估。 

应用方法 
稀释 
DOWSIL 520 防水乳液可稀释使

用，从而形成含有 5%–20%活性成

分、稳定性极好的稀释液。做配方

时推荐使用去离子水或蒸馏水。如

果使用自来水，必须事先做稀释稳

定性测试.水中的盐或矿物质会影响

乳液的稳定性.为达到最佳效果，需

将一定比例的水添加到乳液中，而

不是将乳液添加到水中。例如，如

需配制含有 10%活性成分的 500 g
溶液，分别准备 125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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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SIL 520 乳液与 375 g 的

水，即水与乳液比例为 3:1 (总共

4 等分), 并将水添加到乳液中。

同样地，若要配制含有 5%活性

成分的溶液，水与乳液的比例应

为 7:1 (总共 8 等分）。水性乳液

在稀释或应用的过程中受到污

染，会滋生微生物。如有需求，

可添加防腐剂对稀释产品进行长

期保存。不过，客户需对各种应

用中添加的防腐剂进行测试，以

确保使用的安全性与功效性。若

要达到最佳效果，通常需使用干

净、通风的容器进行稀释和存

储。以确保使用的安全性与功效

性。若要达到最佳效果，通常需

使用干净、通风的容器进行稀释

和存储。 

表 1 所示为活性固含量 5%、10%
和 20% DOWSIL 520 可稀释防水

乳液应用于不同基底的实验室性

能数据。 

取决于应用于不同基底的活性固

体含量，性能可能有所差别。为

了在所选基底上获得最佳性能，

可能需要优化稀释度。 

应用  
应用方法包括：滚筒、刷子或低

压喷枪，如花园手泵或背负式喷

枪。当使用刷子或滚筒时，  

表 1: DOWSIL 520 可稀释防水乳液应用于不同基底的性能 

基底和活性固体含量 % 浸水 24 小时后吸水率 1对比 % 
碱性基底  
砂浆立方块(NCHRP 2442)  
5%活性固体含量 94.1 

10%活性固体含量 94.8 

20%活性固体含量 93.9 

  
混凝土砌块(NCHRP 244)  
5%活性固体含量 86.7 

10%活性固体含量 86 

20%活性固体含量 76.1 

  
中性基底  
Belden Belcrest 350 砖 (ASTM C673)  
5%活性固体含量 87.4 

10%活性固体含量 69.8 

20%活性固体含量 41.1 

  
Glen Gary Salem 砖(ASTM C673)  
5%活性固体含量 88 

10%活性固体含量 48.3 

20%活性固体含量 43.3 
1计算基于控制物的重量增加而得出。  
2修改后的 244 试验立方块 (2- in x 2- in x 2- in)。 
3ASTM C67 改为使用 1/8 砖块，而不是 1/2砖块，采用 3 个样本，而不是 5个样本。  

应当重复涂抹，直到表面润湿 3-4
分钟。如果使用低压喷枪，应持续

喷涂，直到基底彻底浸透为止。对

立面进行作业时，应当从下向上喷

涂，使垂流长度达 152–203 毫米

（6–8 英寸）。DOWSIL 520 可稀释

防水乳液可应用到潮湿或未干表

面。 

与使用大多数防水剂相同，应避免

植物与灌木暴露于处理现场。用东

西遮掩窗户和其它不应处理的材

料。如果使用喷涂方法，防止过喷

和漂散，以免污染附近的基底和区

域，特别是窗户、车辆等。可能需

要使用溶剂来清洁多余的处理层。 

配制后的包装  
无论是使用圆桶或是提桶进行包

装，都必须采用通气盖，决不能使

用玻璃容器。 

操作注意事项 
DOWSIL 520 可稀释防水乳液经固

化处理后，会释放出可燃氢气。未

开封的容器应垂直放置。 

当该材质遇到酸、碱、胺以及重金

属或它们的化合物时，氢气释放的

速度就会加快。请勿将这种材质与

这些污染物储存在一起，因为这样

会导致氢气释放。注意时刻采取安

全预防措施。切勿靠近火花或明火

存放或使用，要在通风良好的地方

使用。在应用过程中，请勿在附近

吸烟。切记戴上护目镜和防护手

套。 

应查询地方、州以及联邦法规，进

行恰当处理。 

本资料不包含安全使用所需的产品

安全信息。使用前，请阅读产品及

其安全数据表以及容器标签，了解

有关产品的安全使用、危害身体及

健康的信息。安全数据表可从陶氏

网站 ZH.CONSUMER.DOW.COM
上或者陶氏销售应用工程师或分销

商处获得，或者致电陶氏全球联络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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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与有效性 
在 5°C (41°F)到 25°C (77°F) 的环境

下未开封保存在容器中时，

DOWSIL 520 可稀释防水乳液有效

期自生产之日起保质期为 2 年。参

考产品包装上的“使用期限”。 

远离热源和明火，防止冻结。 

包装 
DOWSIL 520 可稀释的防水乳液以

净重 1、18 和 190 kg（2.2, 39.6 和
418.9 磅）的容器供货。 

使用限制 
本产品未被测试或陈述为适用于医

用或药用。 

不可用于消费类用途。 

DOWSIL 520 可稀释的防水乳液在

处理承受液体静压力的基底时，其

效果是不明显的——如在地下应用

中。不应在温度为 5°C (41°F) 或低

于 5°C (41°F) 时使用。 

健康和环境信息 
为帮助客户安全使用产品，陶氏公

司在各地区设立了严格的产品服务

组织，并有一组产品安全和规章规

范符合专家来服务客户。 

有关详情，请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zh.consumer.dow.com，或咨询您当

地的陶氏代表。 

有限保证信息—请仔细阅读 
此处包含的信息是基于诚信而提供

的，并被认为是准确的。然而，由

于使用本公司产品的条件和方法非

我们所能控制，本信息不能取代客

户为确保陶氏产品安全、有效、并

完全满足于特定的最终用途而进行

的测试。我们所提供的使用建议，

不得被视为侵犯任何专利权的导

因。 

陶氏的唯一保证，是产品满足发货

时有效的陶氏销售规格。 

若陶氏违反该保证，您所能获得的

补偿，仅限于退还购货价款或替换

不符合保证的任何产品。 

在适用法律允许的最大限度内，陶

氏特别声明，不作针对特定目的适

用性或适销性的任何其他明示或暗

示的保证。 

陶氏声明，不对任何间接或附带性

的损害承担责任。 

zh.consumer.dow.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