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laugelb BG1级密封胶带600
用途广泛，经过预压缩的接缝密封胶带。

•	 符合BG1级和BGR级标准——根据DIN	18542标准测试

•	 耐候性通过BG1级标准测试（DIN	18542）

•	 防暴雨密度超过600	Pa（相当于风力大约11级，建筑高度最高100	m）

•	 建材等级B1	-	难燃烧材料（根据DIN	4102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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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接缝密封的可靠解决方案——同样适用于双层
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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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ugelb BG1级密封胶带600
用途广泛，经过预压缩的接缝密封胶带。

产品特性：

blaugelb BG1级密封胶带600为经过预压缩的聚氨酯泡沫密封胶带，
带有丙烯酸酯浸渍。本品所具有的特殊特性适用于高层建筑、100 m以
下的建筑和外墙的接缝和活动接缝密封。另外，还可用于窗框结构、木结
构、砌石和预制结构、桁架结构和混凝土结构，以及屋顶结构等。 

经过预压缩的blaugelb BG1级密封胶带600回弹性能好，会自行膨胀
配合原有的接缝宽度，从而只需少量胶带规格即可补偿多种不同的缝隙
宽度。建筑组件的位移得到可靠平衡，能有效避免缝隙处出现裂纹。

本产品的自粘胶适用于市场常见的各种窗框和基底种类，附着力优
异。blaugelb BG1级密封胶带600既可在其表层涂抹砂浆，又可喷刷涂料，
因而可完全隐藏安装。既适用于翻修，也适用于新建。blaugelb BG1级密
封胶带600具备高度的隔音效果，因而既适用于室内结构，也适用于窗框
和外墙结构的接缝密封隔音要求。

blaugelb BG1级密封胶带600可用于密封会经受暴雨袭击的伸缩缝。
本品经过预压缩，可粘帖在已有缝隙中，实现持久可靠的密封效果，并具
备抗紫外线特性。

blaugelb BG1级密封胶带600有深灰和灰色两种可供选择，对双层墙
体（ETICS外墙外保温系统、砖砌外墙）的密封效果卓越。

产品优点：

• 耐候性通过BG1级标准测试（DIN 18542）
• 防暴雨密度超过600 Pa（相当于风力大约11级，建筑高度最高

100 m）
• 隔音隔热效果极佳
• 水汽可扩散
• 耐潮，耐温度变化
• 自带粘胶，施工简便快速，节省时间和成本
• 自粘胶粘合性高，适用于各种常见基底和窗框型材*
• 柔性好，能平衡建筑组件的相对位移
• 回弹性能好，只需少量胶带规格既可填充不同的缝隙宽度
• 施工不受天气条件制约
• 建材等级B1 - 难燃烧材料（根据DIN 4102标准）
• 根据ISO 9001/EN 29001质量体系要求制造
• 有害物质排放量低，符合EMICODE EC1 Plus标准

*请务必采取适当方法预先测试。

技术参数：

材料： 经过浸渍的特殊聚氨酯泡沫

建材等级： 
DIN	4102

B1（难燃烧材料）

应力组定级：
DIN	18542

BG1和BGR

BG1级室外应用的接缝渗透性：
DIN	EN	12114

a ≤ 1.0 m3 / [h*m*(daPa)n]

BGR级室内应用的接缝渗透性：
DIN	EN	12114

a ≤ 0.1 m3 / [h*m*(daPa)n]

接缝和接缝交叉点的
防暴雨密度：
DIN	EN	1027

≥ 600 Pa

导热性：
DIN	EN	12667

ƛ = 0.052 W/m*K

接缝隔音性： RST,w (C;Ctr) = 44 (-1;-2) dB 
以胶带规格 20/9-20 为准 

耐温性：
DIN	18542

-30°C至+90°C

与相邻建材兼容性： 
DIN	18542

符合

耐光耐候性： 
DIN	18542

符合

水汽扩散阻力：
DIN	EN	ISO	12572

µ ≤ 100

Sd值：
DIN	EN	ISO	12572

外层水汽可扩散性 ≤ 0.5 m

施工温度： +5°C至+30°C

尺寸公差：
DIN	7715	T5	P3

符合

存放温度： +1°C至+20°C

保存期限： 原包装未拆封干燥竖直朝上可存放24月

颜色： 深灰色、灰色

品名 计价单位 货号

blaugelb BG1级密封胶带600，深灰色，15/2-6 mm 20 x 12 m 0418842

blaugelb BG1级密封胶带600，深灰色，15/5-12 mm 20 x 5.6 m 0418844

blaugelb BG1级密封胶带600，深灰色，15/6-15 mm 20 x 4.3 m 0427860

blaugelb BG1级密封胶带600，深灰色，20/5-12 mm 15 x 5.6 m 0418845

blaugelb BG1级密封胶带600，深灰色，20/9-20 mm 15 x 3.3 m 0418846

blaugelb BG1级密封胶带600，深灰色，24/1-4 mm 12 x 13 m 9122891

blaugelb BG1级密封胶带600，深灰色，25/11-25 mm 12 x 2.6 m 0418848

blaugelb BG1级密封胶带600，灰色，15/2-6 mm 20 x 12 m 0418849

blaugelb BG1级密封胶带600，灰色，15/5-12 mm 20 x 5.6 m 0418850

blaugelb BG1级密封胶带600，灰色，15/6-15 mm 20 x 4.3 m 0427861

blaugelb BG1级密封胶带600，灰色，20/5-12 mm 15 x 5.6 m 0418851

blaugelb BG1级密封胶带600，灰色，20/9-20 mm 15 x 3.3 m 0418852

blaugelb BG1级密封胶带600，灰色，25/11-25 mm 12 x 2.6 m 0418853

本文所述信息全部基于本公司目前所掌握的技术资料和参数，但不构成德国《民法典》第443条（§443 BGB）所规定的担保承诺。本文所述施工注意事项仅为一般性指导说明，具体情况可由于用途和使用方式不
同而有所差别。因此，您仍有必要预先自行测试。本公司保留随时进行技术性更改和更新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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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ugelb BG1级密封胶带600
用途广泛，经过预压缩的接缝密封胶带。

准备和施工：

基底必须牢固、干燥、清洁并且无油、无脱模剂、无溶剂、无尘、无
冰、无碎屑。blaugelb BG1级密封胶带600气温+5°C以上即可施工。使用
前，请采用恰当方式自行检验本产品是否符合应用目的。在选择合适的胶
带规格时，请注意建筑的规定公差，以及本密封胶带包装标签上指明的应
用范围参数。

将blaugelb BG1级密封胶带600料卷打开，截短至所需长度，每米
预留1 cm的余量作为膨胀补偿。使用密封胶带封闭接缝应按“隐形接缝”
（Schattenfuge）原则进行，胶带到缝口要保持大约2 mm的间距。

撕下自粘胶的保护贴纸，将自粘胶面粘贴在建筑组件接缝内侧的光
滑表面上，然后按压。blaugelb BG1级密封胶带600不得拐角。在拐角和
带尾处采用平头对接，并预留大约10 mm的材料余量。blaugelb BG1级密
封胶带600会自行膨胀，根据天气条件不同，经过一段适应期后，便能提
供具备防暴雨能力的接缝密封。

调整窗体与窗洞之间的对齐关系，然后固定。

配送与存放方式：

原包装未拆封干燥存放，防冻防高温。在+1°C至+20°C的存放温度
下，保存期限24个月。纸盒一律朝上放置。

废弃处理：

blaugelb BG1级密封胶带600可归于生活垃圾处理。废弃处理应注意
遵守国家和当地规定。 

安全提示：

根据现行规定和指令，本产品不在危险品之列。

本文所述信息全部基于本公司目前所掌握的技术资料和参数，但不构成德国《民法典》第443条（§443 BGB）所规定的担保承诺。本文所述施工注意事项仅为一般性指导说明，具体情况可由于用途和使用方式不
同而有所差别。因此，您仍有必要预先自行测试。本公司保留随时进行技术性更改和更新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