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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面系统一站式服务

您 的 放 心 之 选
Star One-stop Roofing Service, Your Reliable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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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达单层屋面系统介绍

Introduction to Star single-ply Roofing System

思达 单层屋面解决方案提供商

思达 单层屋面系统介绍

思达公司是屋面系统及相关建筑系统的专业供应商和承建商，提供从材料供应、方案设计、施工安装、技术培训到售后质
保的整体解决方案。
思达单层屋面系统包括防水、保温、排水、通风、采光、屋面绿化以及屋面光伏发电系统等，产品涉PVC、TPO、EPDM
等柔性防水卷材，挤出型聚苯板(XPS)、岩棉板、聚异氰脲酸酯板(Polyiso)等保温板，虹吸排水、光伏发电系统以及与屋
面系统配套的压型钢板等。思达同时还提供屋面翻新工程的技术咨询、方案设计、材料供应及施工安装。
思达公司拥有防水防腐保温一级资质、钢结构三级资质，思达是中国建筑防水协会会员、单层屋面技术分会会员、金属屋
面技术分会会员、美国屋面承包商协会(NRCA)会员。作为设计单位和建设单位在单层屋面领域的专业且可靠的伙伴，思
达是中国市场上单层屋面解决方案和屋面系统一站式服务的践行者和领跑者。

单层屋面系统主要是指用单层TPO、PVC、EPDM、部分SBS等防水卷材施工的屋面系统。单层屋面系统在欧美国家是平屋
面工程中最主要的屋面系统形式，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欧洲高分子卷材单层屋面市场份额接近30%，美国超过55%，2007
年数据)，是一种非常成熟的系统技术。欧美高分子防水卷材在平屋面工程中，全部采用单层卷材施工的屋面系统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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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 Construction Systems Ltd. serves as supplier and contractor professionally engaged in roofing, external façade thermal systems
and relevant building systems, which can provide all-in-one systematical solutions including material supply, consulting & design, installation & application, and technical training as well as after-sales services and warranty.
Star provides single-ply roofing systems including waterproofing, thermal insulation, drainage, ventilation, skylight, green roof and BIPV
products etc., including flexible roofing membranes like PVC, TPO, EPDM, thermal insulation boards like XPS, rock-wool, polyiso, vapor barrier, syphonic drainage system, BIPV system and relevant roof deck. Moreover, Star provides consulting, design, material supply
and installation of renovation roofs.
Star holds the Installation Licenses of Grade I of Waterproofing, Anticorrosion & Thermal Insulation (Highest in China) and Grade III
of Steel Structure. Star is a member of China National Building Waterproofing Association (CWA), a member of Single-ply Roofing
Branch Association, a member of metal Roofing Branch Association, and a member of National Roofing Contractors Association of
USA(NRCA). As a professional and reliable partner of architects and owners, Star is a leading provider for one-stop Single-Ply Roofing
solution in China.

单层屋面系统是相对于叠层和多层系统，采用单层柔性防水层的屋面系统，通常包括结构层、隔汽层、保温层、防水层等屋
面层次，单层屋面系统采用机械固定、满粘或空铺法等不同方式将各层次依次结合起来。
其中结构层包括传统的混凝土结构、钢结构或木质结构；隔汽层包括聚乙烯(PE)膜、铝箔等；保温层包括岩棉、XPS、EPS或
聚异氰脲酸酯板(Polyiso)等；而防水层则包括热塑性PVC、TPO卷材，热固性EPDM卷材以及部分高性能改性沥青卷材。

机械固定系统

满粘系统

屋顶花园系统

采用专用固定配件，将 PVC/TPO 防水
卷材固定于屋面结构钢板上，固定件被
覆盖于防水卷材搭接边下，通过热风焊
接，使屋面具有完整的防水层。

将 PVC/TPO 防水卷材专用胶粘剂分别
涂刷于防水层和屋面基层，按照屋面形
状，将防水卷材全部满粘于屋面基层
上，利用胶粘剂的粘接力来抵抗风荷
载，然后通过热风焊接，使屋面具有完
整的防水层。

在屋面上种植植物的区域，种植土与大
地土壤是分离的，根据屋面植被类型的
不同，其结构层次也有所不同，种植屋
面的组成包括：基层、保温隔热层、高
分子柔性防水卷材、无纺布隔离层、种
植土及植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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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达单层屋面系统介绍

ingle-ply roofing system

Supporting Systems of single-ply Roofing

Introduction to Star single-ply Roofing System
单层屋面系统的优点主要包括：
1、材料相容配套，易于设计施工。
2、防水保温施工一体化。
3、减少屋面构造层次，节约资源，提高工效，减少成本，体现节能减排。
4、施工简便，以机械固定为主，没有明火作业，安全环保，节约能源。
5、工法系统，易于培训。
6、工程责任分明，易于实施屋面工程质量保证保险制度。
单层屋面系统在1999年被正式引入国内，并开始在各种不同的工程中使用。鉴于其诸多的显著优点，单层屋面系统迅速
被国内市场认可接受，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被广泛应用于体育场馆、展览馆、机场、工业厂房、物流中心、商场、医
院、火车站等工程项目中。

单层屋面配套系统

作为公共建筑和厂房屋面不可或缺的各种配套设备由于结构复杂多样，通常是屋面防水的难点。而这正是柔性卷材单层屋
面系统的优势，其柔软的特性可以很好贴合各种设备的接缝，使之与屋面大面防水成为一体，有效地解决了这些部位的防
水问题。同时这些特殊部位也是非常考验施工能力的环节，思达建筑作为一家专注于单层屋面防水施工的企业具备经过严
格系统培训的施工人员，有信心给客户一个完整的滴水不漏的屋面。

采光

排水

包括平面、坡面、弧面等不同形状及材质的天窗采光系统

包括普通重力排水和虹吸排水

2009年，中国建筑防水协会单层屋面技术分会成立，思达成为单层屋面技术分会会员。
现在，我国单层屋面技术已经进入标准化时代，产品标准、测试方法、质量规程、施工规范等一应俱全。随着
PVC、TPO防水卷材标准，坡屋面工程技术规范，单层防水卷材屋面工程技术规程等国家相关标准、规范的出台和修
订，以及更多的国际化公司的进入，单层屋面系统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在各行各业的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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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动力风机、无动力风机以及各种不同的气楼

一般包括避雷支座、避雷带等，思达公司根据单层屋面系
统特点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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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
思达为进一步深化公司技术、施工管理工作，结
合当前产品、施工技术方面新规范、新标准、新
要求，完成了《产品手册》、《技术手册》、《工
程管理标准化手册》编制工作。手册从屋面系统、
屋面系统构件、屋面层次与节点设计、标准化规
范化施工与管理等方面进行分解诠释和有序指
导，内容全面丰富，形式条理明晰。
三大手册是公司技术、施工规范化管理的指导性
文件。不仅可以作为公司内部培训的专门教材，
也可成为行业交流的工具书。

思达单层屋面光伏系统包含多种形式，主要分为光伏膜复
合卷材、光伏支架两种形式。光伏膜复合卷材将光伏膜与
柔性卷材集成一体，可直接在单层柔性屋面上与屋面防水
层进行结合；而光伏支座则通过架空光伏板将光伏模块和
屋面防水层分开，根据屋面工程实际情况选择：STAR-T
型、STAR-PG型、STAR-SOLF型支座。

安全锚
采用高性能的防腐蚀材质制作而成，可直接在屋面上安装，
安装简便迅速，可适用于大多数屋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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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单层屋面系统

Different Kinds Of Single-ply Roofing System

思达之单层屋面系统
单层屋面系统具有自重轻、防水保温性能好、施工快捷、易检修、寿命长、长期性价比优等特点。其中在钢结构屋面，
能够彻底解决传统屋面系统的渗漏水问题、冷桥结露问题、噪音问题、多曲面构造问题等。思达作为设计单位和建设
单位在单层屋面领域的专业且可靠的伙伴，能够很好地为客户提供节能环保、美观实用、滴水不漏的单层屋面系统，
成为设计单位与建设单位的放心之选。

防火阻燃屋面(Fireproofing Roof)
通过合理的系统设计和组合，可以使屋面系统的阻燃防火等级
较传统屋面大大提高。

代表项目案例：奇瑞捷豹路虎汽车项目

节能高反射屋面(Reflective Roof)

快速翻新屋面(Fast Renovation Roof)

通过采用白色、高反射率（最新产品可高达83.5%）的卷
材产品系统，可以大幅减弱“热岛效应”，降低屋面能

通过引进全新的产品系统，可以在不影响原有建筑内正常生
产运营的情况下，快速翻新屋面，使其恢复原有防水保温等
功能。

代表项目案例：奇瑞捷豹路虎汽车项目

代表项目案例：苏州欧莱雅项目

绿色氧吧屋面(Green Roof)

FM认证屋面(FM Approved Roof)

通过专业的系统设计，可以在屋面架设起集保温、防水、屋
顶绿化为一体的现代屋面系统，既可以降低“热岛效应”，
还可以在拥挤的生活环境中提供宝贵的绿色空间。

思达公司拥有专业的技术团队和施工力量，可以根据客户的
需求，提供满足FM认证严苟要求的屋面系统。

代表项目案例：德国中心屋面项目

光伏增值屋面(Solar Roof)
采用最新一代TPO卷材与柔性光伏发电板粘结在一起组合成
的屋面系统，可以将光能转化成电能，让屋面系统的投资产
生收益和回报。

代表项目案例：广本光伏柔性屋面

代表项目案例：沈阳赛莱默水处理项目

回收型及绿色制造屋面(Green manufacturing Roof)
思达公司采用的TPO及PVC材料生产过程按照环保原则设计。

代表项目案例：成都神龙汽车四厂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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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达一站式服务，您的放心之选

Star One-stop Roofing Service,Your Reliable Choice

施工
安装

材料
供应

咨询
设计

质量
保证

全程
服务

思达作为设计单位和建设单位在单层屋面领域的专业且可靠的伙伴，始终采用优质的材料、先进合理的方案设计
和专业化的施工机具与队伍，为客户提供节能环保、美观实用、滴水不漏的单层屋面系统，是中国市场上单层屋
面解决方案和屋面系统一站式服务的践行者和领跑者，成为设计单位与建设单位的放心之选。

一个合格的屋面系统，优良选材是前提，合理设计是关键，专业施工是保证。只有将三者有机地结合，最终的质量保证
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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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优秀的材料和品牌，放心
Only Solid Brand Materials are Really Trustable						

工程设计量身定制，方能合身
Tailored Design Fits Your Requirements Best

福达乐，欧洲品质
福达乐公司成立于 1935 年，是捷克与中欧地区最大的塑料
加工企业之一，采用最现代化的塑料生产工艺和技术，在捷
克 Napajedla 市和 Chropyne 市设有两大生产基地，拥有近
1000 名员工，主要生产 PVC、TPO 等系列产品，产品具有优
异的抗紫外线和耐老化能力，抗拉强度高等显著特点，其产
品远销全球 50 多个国家。福达乐公司生产和销售体系早已
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ISO14001 环境卫生管理
体系认证。
思达公司是福达乐公司在中国地区的独家合作伙伴。
思达公司可以为客户提供欧洲进口的全系列 Fatrafol 卷材，
以及一整套的设计方案、技术支持和专业施工。

一个成功的屋面工程背后，一定有一支过硬的专业技术人
员保驾护航。如果不是量身定制，为每个屋面提供与其地
理位置、使用要求、内外部环境特点相符的解决方案，就
如同花高价钱买了一套不合身的衣服，难以满足您的真正
需求。
思达公司积累国内外大量的工程案例和实践经验，同时结
合当地的条件和标准规范的要求，为每个工程提供个性化
的设计方案。思达拥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为每个屋面提供
系统化的解决方案：屋面抗风揭设计、保温节能防结露设计、
通风排潮排水设计、防火阻燃设计等。
某项目屋面层次设计图

盖福，全球最大
屋面材料供应商
始于 1886 年

钢屋面1

钢屋面2

钢屋面7

钢屋面11

钢屋面10

泛水板（非思达提供）

盖福创立于 1886 年，是世界最大的屋面防水材料供应商，美国屋面产品市场的领跑者。
思达公司是 GAF 公司在中国区域的经销商和认证施工商。

钢屋面6

钢屋面3

钢屋面4
钢屋面5

思达，根据项目特点和业主对屋面系统使用环境、功能和寿命等
的要求，始终采用优质的材料和配件系统，从材料上保证设计方
案的有效性，包括 PVC、TPO、EPDM 等柔性防水卷材，挤出型聚
苯板 (XPS)、岩棉板、聚异氰脲酸酯板 (Polyiso) 等保温板，虹
吸排水、光伏发电系统以及与屋面系统配套的压型钢板等。

思达 - 单层柔性屋面专用套筒

钢屋面12

钢屋面8

某项目女儿墙泛水节点图

钢屋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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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人机配比，施工机械化，大势所趋

卷材机械固定，未必一定要穿孔

More Tools Replacing Labor is an Irreversible Trend						

To Mechanically Fasten, Puncturing is Not a Must

无穿孔机械固定系统——风荷载均匀分布在屋面上

现在，思达采用先进的自动打钉机等机械设备！自动打钉机系统具有重量轻，
机动性和可操作性好，单钉垂直度和抗拉拔力高，螺钉钻入深度均匀一致等
显著的特点。该系统让以前必须长期弯腰固定螺钉的工人们又重新站了起来，
其操作工序也由原来的铺卷材 - 放垫片 - 放螺钉 - 固定螺钉 4 个步骤减少为
铺卷材 - 固定螺钉垫片 2 个步骤，既提高了施工效率，缩短工期，又大大降
低了工人劳动强度，提高工人的施工幸福指数。
逐步采用机械化施工，如自动打钉机、自动焊机以及真空检漏设备等，让人
真正成为机具的驾驭者而非单纯的劳动力，既能提高施工质量的稳定性，又
能提高施工效率，降低工人劳动强度，提高工人幸福指数，而且这也将逐步
提高整个施工队伍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已经成为屋面行业大势所趋。

传统机械固定系统

一直以来，机械固定系统的卷材固定件都是安装在卷材搭接
处。

这种多合一的系统免除了纯粹的卷材固定螺钉，并减少了
保温螺钉的数量，“一钉”同时解决保温和卷材的固定。

电磁感应无穿孔卷材机械固定系统基于 SINCH 电磁感应焊接
专利技术研发而成。使用时，仅需将焊接工具直接置于卷材
覆盖特殊涂层的垫片处，启动工具，5 秒左右后（根据环境温度、
卷材厚度及电源功率的不同，时间略有差异），卷材底部即
与垫片顶部焊接成功。然后将磁性冷却镇压器置于垫片上至
少 60 秒，以强化焊接效果。

该系统具有卷材无穿孔 , 屋面更加美观、风荷载分布更均
匀、提高抗风揭等级（目前可达到 FM 1-210 等级）、无
需考虑卷材幅宽、无需裁剪卷材——减少卷材搭接缝、不
必每幅卷材边缘都固定、提高施工效率、降低工人劳动强
度等显著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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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规范管理，工程方能如愿

Professional Site Management is Essential for Satisfying Project
隔气层铺设

经验丰富的工程管理与施工人员 , 高效先进的进口施工
设备以及系统化施工流程与质量保证体系，是思达单层
屋面系统满足业主最苛刻的要求和最严格的屋面检查，
通过 LEED、FM 等高端认证的有力支撑和保障。

保温层施工

钢板安装

卷材铺设

覆盖条焊接

一个滴水不漏的屋面

固定卷材到结构层

需要精工细作
卷材焊接

焊绳焊接

水是无孔而不入，而细部节点等是屋面工程中检验施工质量的关键所在。要想获得理
想的防水效果，必须精益求精、注重细节。正因如此，市场需要管理严格、专业可靠、
施工质量过硬的正规军。

满沾屋面基层刮胶
虹吸排水口细部施工

天窗收口

完美的细部节点施工效果图
设备基座细部防水处理

风机底座细部处理

天沟施工

女儿墙施工

施工卷材试焊接
文明有序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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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要正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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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证，不能只有一张纸的重量
质量保证，不能只有一张纸的重量

Market Calls for Professional Team

Warranty Should
NotShould
be as Light
asas
Only
a Piece
of aPaper
Warranty
Not be
Light
as Only
Piece of Paper

广汽本田汽车增城工厂光伏发电项目，工程面积：50000 平米，2014 年 11 月完工
将工程材料（硬件）和工程设计（软件）有机结合并且最后落实的是工程施工，产品的优良品质只有通过高质量的施
工才能得以体现。
思达公司拥有防水防腐保温一级资质、钢结构三级资质，具有完备的施工管理团队、经验丰富的施工人员和先进可靠
的施工机具，从而确保按时且高质量的完成公司所承建的项目。

思达为进一步规范施工管理工作，除了完成编制《工
程管理标准化手册》外，还在济南成立了专门的培训
基地。

思达的施工人员和项目经理，定期会到思达济南总部培
训基地接受专业的培训，掌握屋面系统各种最新的材料、
配件和施工机具的特性以及标准施工工艺。

思达建筑严格按照设计标准和方案，以高质量的产品配合专业的机具及技术为您呈现合乎您最严格要求的施工安装作
业。思达有经验丰富的现场项目经理和质量管理人员、完善的质量控制、检查制度、安全管理及施工绩效管理以保证
每个工程的顺利进行。

云南滇池会展中心项目，工程面积：12000 平米，2014 年底完工
您需要的是有实际意义的质保，而不仅仅是一张纸！！！
思达针对每个屋面工程，根据项目的具体要求和特点，制
定合理可行的方案，其中包括材料选择、技术方案、施工
组织等，协调各子系统的衔接和配合，保证整个屋面工程
的整体质量。

高端品质材料、行业先进设计理念与方案、富有经验训练
有素的施工和管理人员及有效的现场管理，三者的有机结
合是完美屋面系统的质量保证，更是思达始终坚信的工程
理念；基于此，思达为单层屋面项目提供可长达 25 年的系
统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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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比勒-天津亚实动力

东风本田项目

天津汉森风动电力设备

济南西门子项目
济南恒隆广场项目

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
济南银丰花园二期SBS改性沥青防水卷材项目
广州本田汽车第二工厂
上海博泽汽车零部件公司
太仓穆贝尔汽车零部件公司
江西赣南烟厂
玖龙纸业天津锦盛工厂
苏州爱发科
太仓克恩-里伯斯
汉口火车站站房改造
张家港维弗拉士纺织有限公司
阿斯顿强生技纺苏州有限公司三期扩建项目
苏州欧莱雅屋面防水保温工程
上海变速器项目
科朗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艾伯纳项目
上海奥托立夫项目
武汉神龙二厂项目
北京618项目
广州瑞科项目
张家港维弗拉士维修项目
神龙一厂改装车间维修项目
上海阿斯利康项目
安络杰上海国际医学园区项目
太仓法因图尔项目
铭冠纸业天津项目
武汉和谐型大功率机车检修基地项目
广州和谐型大功率机车检修基地项目

武汉神龙汽车三厂项目
常熟奇瑞量子汽车总装车间项目
济南佳宝乳业屋面维修项目
上海大飞机交付中心项目
聊城国际会议展览中心项目
徐工科技集团屋面翻新项目
西安西飞601厂房项目
长沙菲亚特汽车项目
武汉通用汽车项目
西安美光项目
奇瑞捷豹路虎汽车项目
长春海吉星食品项目
大连东风汽车项目
长春法雷奥制冷系统北方基地项目
广本增城工厂项目
沈阳利源轨道车辆制造项目
北京奔驰汽车项目
沈阳赛莱默水处理项目
广本光伏项目
柳州烟厂项目
成都神龙四厂项目
北京现代摩比斯项目
一汽大众汽车青岛工厂项目
淄博国金新能源汽车项目
大连英特尔CUB改建项目
一汽大众汽车天津工厂项目
......

其中武汉大功率项目荣获中国建筑防水工程“金禹奖”金奖；苏州欧莱雅屋面防水保温项目、常熟奇瑞量子汽车总装车间项目、
武汉神龙汽车三厂项目，荣获中国建筑防水工程“金禹奖”银奖。

思达建筑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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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250014
电话：+86 531 8266 0757
传真：+86 531 8803 1928
邮箱：info@sd-star.com.cn

上海思瓴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7001号明谷科技园D幢4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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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 21 2428 6678
传真：+86 21 2420 5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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