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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防水保温整体解决方案提供

建筑物修缮一站式服务

领先行业标准，承诺建筑防水终生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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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斯蒂克源于欧洲专业施工技术与材料科技，立足于防水保温防腐、工业地坪和建筑物修缮行业，
服务于中国。向各个行业的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高效创新的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

斯蒂克（上海）建筑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专业治理各种地下工程渗漏，大体积裂缝漏水，大坝隧道涵洞

矿井地铁漏水；专业从事大面混凝土屋面、厂房彩钢瓦屋面、玻璃
屋面等防水工程；建筑外墙保温及旧墙面改造翻新施工，有多年的
成功处理经验！房建项目的防水保温地坪、污水处理厂、钢铁厂防
腐防水、大型移动数据中心外墙防水修复、大型景观水池聚脲防水
和高铁隧道病害处理加固等施工。

专业治理各种地下工程渗漏，大体积裂缝漏水，大坝隧道涵洞

矿井地铁漏水；专业从事大面混凝土屋面、厂房彩钢瓦屋面、玻璃
屋面等防水工程；建筑外墙保温及旧墙面改造翻新施工，有多年的
成功处理经验！房建项目的防水保温地坪、污水处理厂、钢铁厂防
腐防水、大型移动数据中心外墙防水修复、大型景观水池聚脲防水
和高铁隧道病害处理加固等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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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施工及实力奠定了斯蒂克的市场地位，

近年来斯蒂克的施工能力及项目服务水平名列行业
前茅！公司及产品陆续被相关单位及业主认可。斯
蒂克将沿着专业化和提供优质服务的道路持续发展，
致力于成为一家引领行业发展及为客户创造价值的
标杆企业。公司采用欧洲知名品牌防水产品,其中
EPO防水材料、聚脲为公司主推产品，为客户提供
有效的施工方案以及高端的防水材料产品。

在新的市场运行机制下，公司为了更好多的参与市
场竞争，使公司的发展更上一个台阶。公司目前注
重引进人才、创品牌是企业立本需要。为了为了更
好的发展，并注重修炼自身、增强竞争力，引领行
业标杆，率先承诺建筑防水终身质保。



诚信：以诚待人，恪守信誉；尊重他人，讲求信用

专业：专业态度，专业精神；专业技能，专业水准

卓越：同心协力，共生共荣；追求卓越，海纳百川

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超越自我，与时俱进

合作、互助、共赢……合作、互助、共赢……合作、互助、共赢……

致力服务于您的企业 诚信

专业

创新

卓越

团结



斯蒂克人坚信，只有符合企业发展战略的人才配置团队，科学灵活人性管理职能，才能形成优秀的组织构架，取

得最高效的沟通与协助，持续不断为客户提供最满意的解决方案。

我们相信，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坚信，品质决定未来。我们不参于工程中无味的价格大战，我们觉得，价值才是

道理。

高效，源于完美的团队组合



作风

服务价值

文化

使命

理念

核心价值：

精诚立业 质效致远

企业使命：

追求极致，永不停止

质量理念：

用一流的品质，持续不断的满足客户需求和解决方案

工作作风：

主动，细致，及时，专业

服务理念：

及时，快速，专业人性化的售后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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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医院 体育场 隧道桥梁

高端住宅



公司业绩

新建项目 修缮项目

斯蒂克（上海）建筑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虹桥机场扩建工程
项目地址：虹桥机场西航站区南侧
业主单位：中国东方航空股份公司
总承包：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公司
施工内容：聚脲喷涂施工



主要施工内容：防水系统解决方案
施工材料：MMI
项目地点：济青高铁全线段



上海浦东新区白龙港污水处理厂改造工程BLG-C3标

项目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朝阳村
总包单位：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材料：聚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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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点：松江方松街道辰花公路3117号

总包单位：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材料：发泡陶瓷保温装饰一体板



大同万汇金城项目

 项目地点：山西大同

 总包单位：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内容：外墙防水及保温



上海市杨浦区2、3号街坊B块地商品住宅项目 1-2期
项目地点：杨浦区杨树浦路633号

项目类型：八埭头住宅1期项目外墙保温防水；2期石材幕墙漏水维修，隐框系统窗漏水维修

施工内容：屋面STP、外墙发泡聚氨酯保温；石材幕墙及隐框系统窗漏水使用聚脲防水材料维修



上海南部
医疗中心

项目地点：上海

施工内容：屋顶改性沥青防水

材料施工

基坑采用SBS防水

卷材施工



项目地点：上海

总包单位：上海隧道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内容：隧道防水系统方案提供

上海中山公园
地跌站



海南移动数据中心



苏州博世工厂



新疆儿童医药
项目内容：环氧树脂水磨石施工
项目方案：环氧树脂
项目地点：新疆



项目内容：环氧水磨石地坪及

基层找平

项目方案：有机磨石地坪

项目地点：杭州

杭州生物医药科技创业基地



EPO高弹防水材料

本产品为弹性涂膜有较高的伸长率，所以可以快

速有效将各种构筑物因应力变形、膨胀开裂、穿刺或
连接不牢等造成的渗漏、锈蚀等问题迎刃而解；高分
子液体橡胶成膜后不受气温影响，在-37℃寒冷气候
条件下也不会脆断，在210℃高温条件下不流淌。可
以依附在混凝土、轻砖体、PVC板、镀锌板、矿棉板、
SBS双面膜、瓷砖、玻璃、铝板、挤塑板、土工布、

钢铁、木材、等多种材料表面，不起层，不剥离，不
脱落，对基层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对基面形成完美
覆膜，除实现优异的防水性能外，同时还能实现防腐、
防护、减震、抗噪、屏蔽、绝缘、阻燃等多种功能，
可应用在屋面、地下室、地铁、隧道、桥梁、水利等
防水及工业防腐、防护工程领域。



聚脲防水涂料
（Spray Polyured Waterproofing Coating）

聚脲弹性体防水涂料特性：
聚脲弹性体防水涂料涂层柔韧有余、刚性十足、色彩丰富，它

致密、连续、无接缝，完全隔绝空气中和地面上的水分和氧气的渗入，
防水、防腐和防护性能不可比拟。聚脲弹性体防水涂料同时具有耐磨、
抗冲击、舒缓劳累、耐老化、耐高温、耐核辐射等多种功能，因此应
用领域十分广泛。
可广泛用于各种领域和类型的防水防腐工程，适用于以下工程类型：
隧道、混凝土铺筑路面的桥面防水
各种工业与民用建筑屋面工程的防水
工业与民用建筑地下工程的防水、防潮以及室内游泳池、消防水池等
的构筑物防水;
地铁、污水处理场、垃圾掩埋场等市政工程防水;
水渠、水池等水利设施防水防腐。
运动场、体育场、跑道防水防腐。
工业储罐、大型构件防水防腐。
桥梁、停机坪、工业地坪、停车场等耐磨防水层。



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JS）

以丙烯酸酯、乙酸一乙烯乙烯酯等聚合物和水
泥为主要原料，加入填料及其他助剂配制而成，
经水分挥发和水泥水化反应固化成膜的双组分
水性防水涂料，改涂料具有优异的耐候性、特
强的粘接力、高强度、无毒无味。

该产品能在干燥或潮湿的基面上施工，粘接力
好。不污染环境，对身体无害，可用于饮用水
池的防水工程。可与其他多种防水涂料或卷材
符合使用，适用于不同防水等级的防水工程。
具有优良的耐水性、延伸性和粘接性；
耐热、耐寒、抗拉、防腐蚀、耐老化等特点。



水泥基渗透结晶

本产品由硅酸盐水泥、石英砂配以多种特
殊的活性化学物质组成。当产品涂刮于混
凝土表面后，一部分与涂层中水泥水化产
物反应，一部分向混凝土内部渗透，与混
凝土中的氢氧化钙反应生成不溶性结晶物
质。这种结晶物质堵塞混凝土毛细孔管道，
并自动修复混凝土细小裂缝，从而减少混
凝土孔隙率，提高混凝土的抗渗透能力 ，
防水作用永久。

该产品用途广泛，迎水面，背水面施工效
果良好，并具有二次抗渗透能力，适用于

结构建筑物、构件的平面防水；特别适用
于混凝土结构地下室及建筑基础工程，隧
道、地下停车场、游泳池、蓄水池、水坝、
电站、水塔、卫生间及混凝土预制构件的
平面防水。



聚氨酯防水材料

聚氨酯防水涂料以低聚物多元醇、多
异氰酸酯和扩链剂为基料，在特定的
条件下聚合而成。本产品是一种双组
份反应固化型高分子防水涂料。涂刷
后常温下形成橡胶弹性防水涂膜，产
品具有弹性好、延伸率大、无污染、
耐候性广、适用性强，形成防水层是
一个连续均匀完整无接缝的整体等特
点。施工采用冷施工作业，施工方便。
在凹凸不平复杂的工程上一般卷材无
法使用的情况下，聚氨酯防水涂料能
正常使用。本产品使用于屋面防水工
程应用时，必须在防水层上做好保护

层。



水乳型改性沥青防水涂料（SBS、APP）

本产品是以沥青为基料，用合成高分子聚合物对其进行改
性，配制而成的水乳型涂膜防水涂料，单组份，常温固化
后形成富有弹性的整体化橡胶防水层，防水性能可靠。

该产品能在复杂基面形成无接缝防水层，多遍涂刷能形成
较厚的涂膜；并具有较好的柔韧性、抗裂性和耐热耐久性，
粘结力良好，是一种理想的防水、防潮、防渗材料，可在
稍微潮湿无明水的基面施工，操作简便，维修方便，不污
染环境，具有无毒无味、不燃的特点，安全可靠。

广泛应用于建筑的层面、地下室、厨卫间等防水工程及屋
顶花园，蓄水池，游泳池等防水工程，尤其适用于基层变
形大，结构复杂的基面。



发泡聚氨酯喷涂保温材料

本产品为B1级发泡聚氨酯保温材料，高阻燃性
能是行业佼楚；发泡聚氨酯由双组分组成，甲
组分为多元醇，乙组分为异氰酸酯在发泡剂、
催化剂、阻燃剂等多种助剂的作用下，通过专
用设备混合，经高压喷涂现场发泡而成的高分
子聚合物；保温性能好。导热系数0.025左右，
比聚苯板还好，是建筑保温较好的材料；因现
场喷涂，形成整体防水层，没有接缝，任何高
分子卷材所不及，减少维修工作量；耐候性好、
便于安装聚氨酯夹芯板在工厂里预制好以后，
可直接用来建筑安装，不需额外工序，施工快
捷。而且无需顾及天气的变化，按计划进行生

产。



STP保温材料

STP超薄高效保温装饰板保温材料的导热系数低于0.008w/(m·K)；保温
效果优异，保温效果相当于常规聚苯板的5倍，挤塑板的4倍，聚氨酯
的2.8倍，山东大部分地区的建筑一般用1.5厘米厚就能达到65%的节能
要求；单位质量轻，上墙后每平方米的重量大约12公斤，仅为瓷砖上
墙后的重量的1/4。施工后，不易脱落，安全性高；
STP 超 薄 高 效 保 温 装 饰 板 的 适 用 范 围 ：

新建、扩建民用及公用建筑外墙与屋面的保温工程，尤其适用于既有
建筑的节能改造工程。



============》》》》》》主要战略合作，排名不分先后《《《《《《============





联系我们
诚信为本 ,  依法合规经营

保证安全、质量水平 ,  积极保护环境

斯蒂克（上海）建筑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宝安公路2246号3楼3013室

电话：

15900773188

159007721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