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泥基滲透結晶防水材(矽酸質系)

地下工程、混凝土軀體防水

卓越的自行修復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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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ONE是混凝土結構最好的防水外添加劑，原礦產於日本

長野縣木曾山，是一種天然的火山岩(pozzolan)，含有大量的活

性二氧化矽(矽酸質系)，其卓越的性能彌補了水泥成分的不足，

大大的提高了水泥的防水功能。

BESTONE自1961年被推薦進入市場後

因其卓越的防水性能、經濟效益及安全性獲

得認可，現今日本全國各地的許多大型土木

建築工程包括核電站都使用它。

BESTONE平均化學組成

BESTONE物理的性質

BESTONE礦石含多量活性二氧化矽 木曾工廠 日本BESTONE株式會
社的產品授權台灣常偉
(股)公司-作為中國、台
灣地區銷售代理。

依ASTM	規格Pozzolan的必要成份SiO2、Al2O3、Fe2O3合算值70%以上

BESTONE的合算值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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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特點

下圖為自癒作用的觀察比較，顯

示隙縫已被自行修復的電子顯微

鏡照片

使用亞力士BESTONE混合材料形成緻密
顆粒物質(矽酸鈣)將隙縫填滿和封閉

沒有使用亞力士BESTONE顆粒物質疏落
可見

縮短工作週期和提高
經濟效益

使單牆地下室的建造
得以實現

將露點凝結減至最低

防止出現風化和避免
中性化

混凝土強度沒有減弱

使混凝土防水
有顯著的裂縫自行
復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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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計算是建立在初始滲漏量為100的假設上

滲
漏
水
量
比
例

<漏水量的測定結果>

經時(日)

滲漏水
收集點

滲
漏
水
地
點
的
降
低
率

<止水效果測量結果>

經時(日)

由於亞力士BESTONE的防水功能是使用水泥凝硬反

應而達成軀體防水，所以並不需要其他額外的防水

工事，其效果是半永久性的。小隙縫導致的漏水問

題會自然停止。

亞力士BESTONE是由天然礦石製造而成的無機混合

物，它對水泥沒有任何有害影響，它將會增強水泥

的強度，而不會損壞之。

可防止氫氧化鈣Ca(OH)2溶出，對防止風化，中性

化以及對抗腐蝕性有極佳的效果。

亞力士BESTONE混凝土與地下水隔絕，使混凝土保

持乾燥。由於混合了亞力士BESTONE混凝土的含水

率較低，比較不容易產生結露。

使用了亞力士BESTONE後，地下停車場，機器房和

倉庫等只需單牆就足夠。

由於不需要進行其他防水工作，施工期間縮短。即

使是光禿的混凝土也具備防水作用，這些優點將為

您節省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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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ONE防水機制(mechanism)

亞力士水泥基滲透結晶防水材是採用日本ベストン ン株式會社的活性BESTONE製造

的。亞力士水泥基滲透結晶防水材含天然活性強大的二氧化矽(矽酸質)藉水媒介與水泥

中游離的氫氧化鈣反應生成矽酸鈣堅硬結晶體，填塞水泥空隙，達到強力防水功能。

通常，混凝土為了適應實際施工作業，確保可加工性及連貫性，會比標準用水

量多添加10-30%的水，因為多加了水，造成硬化的混凝土中有空隙殘留，空隙導致

了滲水並且在水泥水合作用中形成的氫氧化鈣Ca(OH)2，在水分滲入混凝土的同時，

被溶出到表面(風化)，導致多孔混凝土的形成。水泥水合物的大部分都是穩定的非水

溶性物質，但游離的氫氧化鈣是不穩定的水溶性物質。混凝土中只要有氫氧化鈣，

通過滲水，會導致反覆溶出，從而使混凝土內部毛細管擴大。這些是混凝土水密性

能被破壞，進而促成滲水及中性化的原因。

亞力士水泥滲透結晶防水材內添加的BESTONE活性二氧化矽會在水的媒介下與游

離出來的氫氧化鈣Ca(OH)2產生反應，生成不溶於水也不被酸性物質腐蝕的矽酸鈣，

填滿混凝土內的空隙並硬化。BESTONE微粒能深入水泥微粒的結構內，幫助水泥微粒

分散，增大水泥水合物C.S.H,Ca(OH)2等析出空間(超細粉效果)，因此促進了水泥初

期水合及組織緻密化，使其成為密實堅固的混凝土。混凝土通過保存鹼性物質而防

止中性化(老化)，保護滲透性。此反應的效果在有水和濕氣的情況下是永久持續的，	

這就是BESTONE能夠填滿細微的裂縫，具有自癒性效果的理由。

普通混凝土(電子顯微鏡照片) 添加BESTONE混合混凝土
(電子顯微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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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癒作用：

止水的機構圖片

混凝土添加BESTONE的反應機構─水泥凝硬(Pozzolan)反應

普通混凝土的化學式

碳酸鈣不溶於水，但是和二氧化碳及水發生反應會變成易溶於水的碳酸氫鈣(風化白華現象)

相對於上述反應、BESTONE混凝土化學方程式

經過數十天後
沉積發脹的反應凝膠填滿孔隙，

並產生防水功能。

出現漏水
水從混凝土隙縫滲出

反應凝膠發脹
反應凝膠沉積並在孔隙中發脹

CaCO3 CO2 H2o Ca(HCO3)2
水二氧化碳碳酸鈣 碳酸氫鈣

可溶於水

+ +

H2oSiO2 CaSiO3	Ca(OH)2

氫氧化鈣 二氧化矽 矽酸鈣 水

不溶於水

+ +

Ca(OH)2 CaCO3CO2 H2o

水二氧化碳氫氧化鈣 碳酸鈣

不溶於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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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ONE止水自癒過程的實例：

依龜裂的規模有所差異，約在數個月後完成止水作業。

地下3樓
施工縫及混凝土脫模劑四周的龜裂 止水完成 泵站建設工地

BESTONE自癒作用活耀反應
中，即將完成止水作業。

約3個月

漏水日

確認漏水狀況

從裂紋確認漏水狀況

<BESTONE反應階段圖>

開始出現BESTONE反應效果

※有時不適用於施工縫或大型裂紋，請注意。

BESTONE活耀反應中 即將止水完成 止水完成

10天後 30天後 60天後 120天後

裂紋因自癒
作用而止漏

BESTONE非即效性防水，是通過慢慢自癒作用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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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介紹

BESTONE	A（混凝土用）

BESTONE	B（水泥砂漿用）

<內摻型>

兩款BESTONE產品能因應混凝土軀體防水需求，在世界各地的建築土木工程已有相

當多實績。

可依客戶依您的用途予以選用。

［用途］

所有地下建築結構、各種水槽、下水道處理槽、隧道

海洋（水中）建築結構、減少結露、所有水密性要求的混凝土等

…………………………………………………………………………………

［添加量（重量比）］

預拌混凝土1m3加入約20kg		或者	添加一般波特蘭水泥6%左右的量。

［用途］

所有水泥砂漿防水（尤其是需要做耐鹼處理者）

ン磁磚底層的水泥砂漿、塗料底層的水泥砂漿、BESTONE混凝土的施工縫填塞

ン用來修補蜂窩或麻面等混凝土缺陷的水泥砂漿、耐鹼處理、或漏水處修補

………………………………………………………………………………

［添加量（重量比）］

採取重量比，添加水泥7%的量。

（1袋水泥50Kg的話，1袋水泥加入1袋小包BESTONE	B	{3.5Kg}。）

28kg	(3.5kgX8袋)	水泥50kg加入1袋3.5kg的BESTONE	B)

※BESTONE	A也可以用太空袋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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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ONE	A（使用方法）

BESTONE	B（使用方法）

【添加量】

預拌混凝土加入約20kg/m3（一般波特蘭水泥6%的量）

BESTONE	需與水泥、粒料同時在攪拌器中攪拌混合。

關於人工方式的投入方法等問題，煩請洽詢本公司。

【配比】

在標準配比當中，以BESTONE	A取代細砂。

其他成分依原本標準配比。

【併用】

與減水劑、分散劑、AE劑、混和劑（混和材料）合併使用

的話，可以發揮相輔相乘的效果，也不會有任何副作用。

【存放】

不同於水泥或膨脹材，BESTONE不具自行硬化的性質，只

要不接觸鹼性物質，就不會變質。

一旦遇水潮濕，只要使其乾燥，就能恢復原狀。

而且即使長時間存放，物性、性能及效果都不會改變。

1袋50Kg水泥、1小袋BESTONE{3.5Kg}，加入一定配比

的細砂，以攪拌器或手動攪拌方式，進行充分的“乾

拌”作業。

施工作業要領與一般水泥砂漿相同。

※筒狀攪拌器、手動攪拌器等

BESTONE	B	(水泥砂漿用)混和

將水加入				ン“乾拌”好的材料之中，進行更充分的攪拌。

BESTONE	A	(混凝土用)混和

材料
儲存槽

砂
粒

細
砂

手動投入的話
由此投入

不可從這裡投入
BESTONE	A

水
泥

斗
式
升
送
機

使
用
筒
倉
時

B
ESTO

N
E	A

BESTONE	A

集中料斗

排出料斗

攪拌器

計量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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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ONE	A	於混凝土廠添加的流程

BESTONE		A卸載	

混凝土裝載出車 混凝土車到工地 地下工程灌漿防水施工

BESTONE		A存放 BESTONE		A在
混凝土廠內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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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217	水泥基滲透結晶防水材(塗抹型)

產品說明：

用　　途：

圖片說明：

規　　格：25公斤桶裝

亞力士水泥基滲透結晶防水材採用天然無機活性的BESTONE母料製造的，是一

種具有高滲透性的防水材，對於高水壓的結構面或滲水面均有極佳的防水效果，

其對混凝土的滲透性良好，在結構物本身未破壞之下均能有效發揮作用。

對混凝土有優越之滲透性，能在混凝土內部形成良好的防水層。

原料屬無機水泥材質，因此對混凝土有良好之附著性。

施作容易，使用刷子及噴槍即可進行塗佈，且品質安定。

適合各種形狀底材防水施工。

將滲透結晶防水粉塗佈在混凝土結構上28天，將之截斷並以電子顯微鏡觀察其斷

面，結果相片所示在其毛細管微空隙充滿了針狀或纖維狀的結晶，使混凝土結構

體更緻密的組織。

無滲透結晶防水粉處理

水泥基滲透結晶防水材微細組織(顯微鏡照片)

滲透結晶防水粉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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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力士水泥基滲透結晶防水材塗抹型的施工方法

施工前將塗佈面的風化物或油漆表面刮除至水泥面。

塗布前，塗佈面務必以水分充分濕潤表面後，再進行塗布。

將滲透結晶防水粉添加30%~40%的去離子水或自來水，充分攪拌均勻;再以刷

子或滾輪、將防水材均勻塗佈於施工面上。(若一次使用不完請勿將粉料一次

混合，得以分次進行雙液混合後操作時間為2小時)。

塗佈後隔天需施以3次/日的噴水養護，持續2-3日。

建議施作2-3道(每道塗佈前面務必以水充分濕潤表面後，再進行塗佈)每道塗

佈使用量約0.7~0.8kg/ｍ2，總厚度約1.5~2mm厚。

表面可再塗裝水泥漆或防水型塗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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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ONE	用途(適用場所)

BESTONE	A作為混凝土外加劑，在地下室，各類儲水槽。海洋工程、地下管廊等

的混凝土結構中實現結構防水，作為結構防水的先驅被應用於許多工程。

添加了BESTONE	 B的亞力士水泥基滲透結晶防水材是特別開發用於灰泥

(mortar)，比起BESTONE	A，粉末細度提高更加發揮其活性。在地下室、平屋頂、

儲水槽等防水工程，在被要求防鹼水，耐腐蝕性的所有構造中，能發揮其真正價

值。使用BESTONE	B活性母料能縮短工期，延長使用年限，節約修建管理費等，帶來

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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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基滲透結晶防水材塗抹型檢驗報告(台灣、大陸)

測試認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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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ONE水泥基內摻型滲透結晶防水劑檢驗報告(大陸)

詳細BESTONE測試報告請與常偉股份有限公司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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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國內外重要實績一覽 日本

使用BESTONE內摻天然無機活性抗裂自愈矽質系防水混和材

2020年奧運主場館(新國立競技場.
地下2層用BESTONE材料)

武蔵 ン野プレイス─地下工程

東澱清掃工廠─地下工程 ちば ン ン野菊ンの裡ンン浄水場─上下水道‧
水槽‧ン排水施設

アイランドシティ照葉─地下工程

2020年奧運主場館(新國立競技場.地

下2層用BESTONE材料.	 2016年12月

開工.2017年5月BESTONE的材料進場)				

東京都新宿區.梓設計.大成建設	

日本施工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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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國內外重要實績一覽 日本

早稲田大學D棟(政治経済學部)─
地下工程

渋穀ヒカリエ ン ン ン ン─地下工程 東 ン京涉谷 ン車站街区 ン ン東棟新建筑工事 ン ン ン ン─
地下工程

東京ミッドタウン─地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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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王朝大酒店
地下室、屋頂工程使用亞力士BESTONE水泥基滲透結晶防水材

應用於國內外重要實績一覽 台灣

台灣施工實績

台中TOYOTA訓練&交車中心
地下室、外牆工程使用亞力士BESTONE水泥基滲透結晶防水材

台南富士電子廠
外牆工程使用亞力士BESTONE水泥基滲透結晶防水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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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前海交通樞紐地下6層立
牆面防水工程，重點部位採用
BESTONE混凝土灌注

應用於國內外重要實績一覽 大陸

大陸施工實績

深圳紅山商業中心項目
地下室底板使用使用亞力士BESTONE水泥基滲透結晶防水材

海南省三亞市海上觀音地下工程
海中基礎地板、梁、承台使用
BESTONE	A內摻天然無機活性抗裂
自癒矽質系防水混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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