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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foam S333/e 

An Expanding Polyurethane foam Sealant 

易封妥 - 膨脹式密封膠 

簡介 

易封妥 S333/e 是一種全天候多用途聚安脂泡沬膠。當它與空氣接觸時會膨脹；在膨脹過程易封妥 S333/e

能將空隙、裂縫和夾口填滿。易封妥 S333/e 具備比其他填縫劑更全面的密封功能及良好的隔熱製冷抗滲

水特性。易封妥 S333/e 不含氯氟和氯氟烴，並不會損害臭氧層。在應用方面，易封妥 S333/e 是由單組

成份或雙組成份包裝而成。易封妥 S333 是以壓縮方式包裝，在使用時用噴嘴或噴槍。而易封妥 S333/e

則是以大型金屬容器包裝，並分別包裝成 A 部分和 B 部分以配合大規模使用。 

技術數據: 
 
基礎成份 
泡末體凝固後密度: 
受壓強度:  
(在 10%受壓下) 
柔道極限: 
拉展極限: 
撕裂強度: 
封閉式內孔百份比: 
凝固膠體抗熱傳散系數: 
水氣傳滲數據: 
可承受最高溫度: 
理想施工溫度範圍: 
離火自滅規格                        
黏附其他物質能力: 
儲放期： 

 
 
聚胺脂預聚物 
15 - 30kg/m

3   
                      

    
 

35-100 kpa                                           
 
150 kpa 
8-20% 
22-50 kpa 
60-70% 
<0.035Kcal/mH

o
C                    

0.3 %Vol 
+5

o
C – +40

o
C 

+12
o
C – +35

o
C 

B2                              DIN 4102 Part 1 
PVC - PVC>100kPa  Alu - Alu>80kPa 
在 23

o
C 下，可存放 1 年 

                             施工時間指示 

相對濕度%       完全膨脹時間       初步凝固成形時間 

         70%          6 min.          30 min. 

         50%          8 min          45 min 

         30%         15 min          90 min  

一般應用範圍 

擋風及濕氣，填充空隙，裂縫及洞口。封閉老鼠、蟲及蟻窩等。隔熱製冷，固定物件位置，封密喉管，

門及窗邊，電器進出口等。 易封妥亦適合作為臨時承托墊，應用於包裝線或緊急拆卸工程。 

施工方法 

1. 使用前先將罐搖勻。 

2. 表層必須保持清潔及沒有油積及霉菌積聚。 

3. 用保護手套，使用前先將罐顛倒然後按下噴咀。 

4. 只須填滿 40%空隙以容許餘下空間由膨脹膠封滿。 

5. 泡沫將會在 20 分鐘穩定下來，完全凝固需要 24 小時內，不凝固泡沫及噴咀可以用丙酮或 

油漆稀釋劑清洗。可用刀整理凝固泡沫。 

6. 泡沫可以塗上油漆或染料，如應用於戶外者需塗上防紫外光保護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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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 必須存放在有壓力的容器。 
- 不要刺穿或焚化罐身。 
- 不要在超過華氏 120 度或以上受熱或儲存。 
- 此產品含有氟烷氟代烷烴及聚合體異氰酸鹽。 
- 在充足光線下使用。 
- 避免接觸眼睛及皮膚。 
- 在使用時請配帶防護眼睪及保護手套。 
- 如不小心觸及眼睛，請用水清洗眼睛 15 分鐘，並立即通知醫生。 
- 遠離兒童。 

 

包裝和用量 

易封妥 S333:500ml (650g)/罐，膨脹後大約相等於 22 至 27 公升體積； 
750ml，膨脹後大約相等於 33 至 40 公升體積。 

易封妥 S333/e: 

150 公升/包裝 或可為顧客提供度身訂做服務。 

技術支援 

萬宝建築技術部很樂意為客戶提供技術資料及顧問工作。 

 

易封妥應用圖例 

外圍滲透 

管槽口 

窗邊 

門邊縫 角邊縫口 

底層格 
電線管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