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田干粉砂浆产品手册



 深圳市广田环保涂料有限公司是隶属于广田控股旗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始

终以“致力于人居环境的改善”为使命。企业拥有国家级发明专利40项，参与了31项国家级行业标准的制

定。拥有“广田”牌、“三叶”牌两大产品体系，是涂料企业中少数拥有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业施工

资质的企业，专注提供一体化涂装解决方案。

 广田涂料谨遵“绿色、低碳、文化、科技”发展理念，致力于建筑装饰材料的研发和创新，以解决建

筑装饰领域施工痛点为己任，从产品研发、生产、销售服务各环节推行安全环保的理念。公司先后获得了 

“深圳市科技进步奖”、“质量进步奖”、“专利奖”、“深圳市科技创新大奖”等多项荣誉，其中“三

叶”为广东省著名商标。

广田涂料凭借雄厚的实力、优异的品质和无微不至的服务，已为许多大型工程提供了高质量的涂料产

品，并拥有广州恒大、广田装饰为代表的一大批房地产开发商和装饰行业高端优质客户，一大批经典的样

板工程如：喜来登酒店、深圳市博物院、阿里巴巴北京总部大楼、SOHO现代城、襄阳恒大名都、海花岛

等著名建筑都留下了广田涂料坚实的足迹。　

 广田涂料主要产品涵盖：内外墙乳胶漆、内外墙腻子、质感涂料、防水涂料、木器漆、艺术涂料、智

能墙漆、AB胶/云石胶、防止玻化砖空鼓的背覆胶、氟碳漆、钢结构重防腐漆及其他特种建筑新材料，市

场网络遍布全国。        

 广田涂料在深圳市宝安区建有两大生产基地，第一生产基地位于宝安区松岗广田绿色装饰产业园，邻

近广田大道、龙大高速入口；第二生产基地位于宝安区福永，宝安大道旁、邻近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生产

基地交通便利，环境优美，产能和产品可以全方位满足市场需求。





一、内墙腻子系列

     GY100 内墙腻子（一般型）

     GR100 内墙腻子（柔韧型）

     GN100 内墙腻子（耐水型）

二、外墙腻子系列

    G100A单组份外墙粗腻子

    G101A单组份外墙细腻子

    G100C双组份外墙粗腻子

    G101C双组份外墙细腻子

    G101腻子粘加剂

三、瓷砖/大理石胶黏剂系列

    G330瓷砖胶

    G350大理石胶

    G550人造岗石胶

五、荣誉资质

六、精品工程

四、瓷砖填缝剂

    G102彩色防霉填缝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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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 100 内墙腻子（一般型）

GR 100 内墙腻子（柔韧型）

GN 100 内墙腻子（耐水型）

广田内墙环保腻子产品介绍

一、产品简述

     广田内墙环保腻子是由高分子聚合物胶粉、抗裂纤维、优质水泥、填料、助剂精制而成。具有极强的粘 

结力、抗裂性、耐水性、耐碱性、透气性等特点。质感自然，确保涂料的装饰效果能彻底体现。

     有一般型（Y）、柔韧型（R）、耐水型（N）三种类型。  

  

二、适用范围

       建筑物内墙墙体以及石灰、水泥砂浆等基面的涂装前处理。

三、产品特点

       1、粘结力强，对常见墙体和涂料具有极强的粘结力。

       2、填充性好，耐水、耐碱性好。

       3、透气性好，确保墙体及漆面的干爽。

       4、易批刮，易打磨，施工性好。

四、技术参数《JG/T 298-2010 建筑室内用腻子 》

2

项目
技术指标

一般型（Y） 柔韧型（R） 耐水型（N）

容器中状态 无结块、均匀

低温贮存稳定性 三次循环不变质

施工性 刮涂无障碍

干燥时间

（表干）/h

单道施工

厚度/mm

<2 ≤ 2

≥2 ≤ 5

初期干燥抗裂性（3h） 无裂纹

打磨性 手工可打磨

耐水性 --
4h 无起泡、开

裂及明显掉粉

48h 无起泡、

开裂及明显掉粉

粘结强度

/MPa

标准状态 >0.3 >0.4 >0.5

浸水后 -- -- >0.3

柔韧性 -- 直径 100mm，无裂纹 --

五、施工工艺       

       1、施工条件：施工环境温度5～35℃，湿度在80%以下为宜。

       2、基面处理：基面必须牢固干燥、清洁平整和无松脱物质，确保基面含水率小于10%，pH值小于10。

       3、配合比：加水约30~50%调配至施工粘度，充分搅拌均匀。

       4、施工

       （1）、将定量腻子粉加入适量水中，用手持搅拌机充分搅拌均匀至无疙瘩，并用水逐渐调整至适合施  

                    工的粘度。

       （2）、用刮刀将搅拌好的浆料涂抹于基面。

       （3）、一般批刮2~3次，每遍施工厚度约为0.5~1mm。

       （4）、下一次批刮必须在上一次涂抹面完全干燥后进行，一般间隔4~6小时（温度25℃，相对湿度

                    65%以下）

       （5）、用靠尺辅助刮平，确保基面经批刮后平整度差达到要求。

       （6）、最后一次批刮完成后，视天气情况，在1~2天内可打磨，打磨时将刀迹轻轻磨平即可，勿过度

                    打磨以免影响强度。

       （7）、腻子干燥至少48小时后（温度25℃，相对湿度65%以下），方可进行内墙涂料的施工。最长应  

                    在腻子施工完成的5~7天内涂装内墙涂料。
2       5、参考耗量：约1.3/kg/m /mm（因实际施工表面的粗糙程度不同，耗量也有所不同）。

六、包装规格：25kg/包

七、保质期： 存放于阴凉干燥处，未启封产品可保存12个月。

八、注意事项：

       1、新抹灰的表面需养护4周方可批刮腻子。

       2、控制打磨时间，否则增加打磨难度。打磨后需彻底清理浮尘，否则影响涂料与腻子的粘接强度。

       3、本产品属碱性，皮肤接触或入眼会有刺激性，请及时用清水冲洗。如有不适，请及时就医。

内墙腻子系列



外墙腻子系列

3

G 100A单组份外墙粗腻子

G 101A单组份外墙细腻子

广田外墙环保腻子产品介绍

一、产品简述

     广田外墙环保腻子系列产品由高分子聚合物胶粉/胶液、抗裂纤维、优质水泥、填料、助剂精制而成。

具有极强粘结力、抗裂性、耐水性、耐碱性、透气性等特点。质感自然，确保涂料装饰效果能彻底体现。

    广田外墙环保腻子产品包括G100A单组份外墙粗腻子、G101A单组份外墙细腻子、G100C双组份外墙

粗腻子、G101C双组份外墙细腻子、G101腻子粘加剂。

        广田外墙环保腻子有：普通型（P）、柔性（R）、弹性（T）三种类型。 

  

二、适用范围

      建筑物内外墙墙体以及石灰、水泥砂浆等基面的涂装前处理。

三、产品特点

       1、对基材具有良好的双向亲和力。

       2、低吸水率和高疏水性。。

       3、低弹性模量及良好抗裂性。。

       4、良好和易性及抗下坠性。

       5、无毒环保，使用方便。

       6、双组份腻子用于马赛克、瓷砖等外墙的翻新工程，可直接刮涂，无需铲除旧的马赛克和瓷砖。

四、技术参数《JG/T 157-2009 建筑外墙用腻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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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施工工艺

       1、施工条件：施工环境温度5～35℃，湿度在80%以下为宜。

       2、基面处理：基面必须牢固干燥、清洁平整和无松脱物质，确保基面含水率小于10%，pH值小于10。

       3、配合比：

            （1）单组份产品：加水约30~40%调配，充分搅拌均匀。

            （2）双组份产品：先将粉料加水30~40%稀释，充分搅拌均匀后，再加入腻子粘加剂（加量配比为   

                     一包25kg粉料加1~3kg粘加剂），搅拌均匀。

       4、施工:

      （1）用刮刀将搅拌好的浆料涂抹于基面，然后用刮刀或刮铲抹平。

      （2）一般批刮2~3次，每遍施工厚度约为0.5~1mm。

      （3）下一次批刮必须在上一次涂抹面完全干燥后进行，一般间隔4~6小时（温度25℃，相对湿度65%以  

               下）。

      （4）用靠尺辅助刮平，确保基面经批刮后平整度差达到要求。

      （5）干固后用细砂纸打磨施工中留下的刮痕及不平处。

      （6）最后一次批刮及打磨完成后，浇水（宜早晚）养护2~3天，以提高腻子表面强度。

      （7）腻子干燥至少48小时后（温度25℃，相对湿度65%以下），方可进行外墙涂料的施工。
2       5、参考耗量：约1.3/kg/m /mm（因实际施工表面的粗糙程度和稀释比例不同，耗量也有所不同）。

六、包装规格：（1）单组份产品：25kg/包。

                         （2）双组份产品：粉料25kg/包，腻子粘加剂50kg/桶。

七、保质期：

       1、存放于阴凉干燥处，未启封产品可保存12个月。

       2、腻子粘加剂储存运输注意防冻（5℃以上），防曝晒。

八、注意事项：   

       1、新抹灰的表面需养护4周方可批刮腻子。

       2、控制打磨时间，否则增加打磨难度。

       3、腻子表面有粉尘、强度不高时严禁进行涂料施工，否则很容易产生涂料层和腻子层的撕开或脱落。

       4、饰面使用弹性涂料时，需选用渗透性好的封闭底漆。

       5、本产品属碱性，皮肤接触或入眼会有刺激性，请及时用清水冲洗。如有不适，请及时就医。

外墙腻子系列

G 100C双组份外墙粗腻子

G 101C双组份外墙细腻子

G 101腻子粘加剂

项目
技术指标

普通型（P） 柔性（R） 弹性（T）

容器中状态 无结块、均匀

施工性 刮涂无障碍

干燥时间（表干）/（h） ≤ 5

耐水性（96h） 无异常

初期干燥抗
开裂性（6h）

单道施工厚度≤1.5mm的产品 1 mm 无裂纹

单道施工厚度≥1.5mm的产品 2 mm 无裂纹

打磨性 手工可打磨 --

吸水量（g/10min） ≤ 2.0

耐碱性（48h） 无异常

耐水性（96h） 无异常

粘结强度
/MPa

标准状态 ≥ 0.60

冻融循环（5 次） ≥ 0.40

腻子膜柔韧性
直径 100mm，

无裂纹
直径 50mm，

无裂纹
--

动态抗开裂性/mm 基层裂缝 ≥0.04,<0.08 ≥0.08,<0.3 ≥0.3

低温贮存稳定性 三次循环不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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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330瓷砖胶

G 350 大理石胶

G330瓷砖胶

一、产品简介

    G330瓷砖胶是由优质水泥、骨料和特殊高分子聚合物及添加剂组成。是针对抛光砖与玻化砖等低吸水

率瓷砖使用水泥砂浆粘贴极易出现空鼓、脱落现象而专门研发的高科技产品，具有优异的粘结力和形变适

应性，可抵御轻微震动与撞击。

       G330瓷砖胶有普通型（C1型）、增强型（C2型）等类型。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在室内墙地面粘贴600mm×600mm以下玻化砖等低吸水率瓷砖、马赛克和小型石材等。

三、产品特点

       1、持久粘结力，粘结强度高。

       2、本品无毒、不燃，无有害人体健康的挥发物。

       3、无需浸砖湿墙，使用方便、省时快捷。

       4、薄贴施工用量少。

       5、具有柔韧性，能够承受基层微小变形而不脱落。

四、技术参数《JC/T547-2017 陶瓷砖胶粘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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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施工工艺及方法

       1、配比：  粉剂：水=25：（6~8）（重量比）。

       2、参考用量：根据工程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基面越平整，浆料用量越少。

            粘贴小型尺寸的瓷砖时，建议使用6*6mm的齿型刮板。

            粘贴大型尺寸的瓷砖时，建议使用10*10mm或12*12mm的齿型刮板。

       3、施工条件：5～35℃，湿度在80%以下为宜。

       4、施工工艺：基面处理→粘贴面涂胶→瓷砖背面涂胶（薄贴法可省去）→瓷砖铺压到粘贴部位。

       5、施工方法：

        1）薄贴法：

            用齿型刮板将胶浆涂于粘贴面上，使之均匀分布，并形成一条条齿状。每次涂布约1平 米左右(视气 

            温而定)。 

            在晾置时间内将瓷砖揉压于胶浆上。

            选择齿型刮板大小应考虑粘贴面的平整度和瓷砖背面的凹凸程度。

        2）双面刮胶法

            把搅拌好的胶浆均匀涂布于瓷砖背面。

            用齿型刮板将胶浆涂于粘贴面上，把胶浆层梳理成均匀条状。

            在胶浆的晾置时间内，把涂布好胶浆的瓷砖铺压到涂好胶浆的粘贴部位，并用橡皮锤轻击砖面。

            在垂直于梳理方向轻微搓动，排除砖与粘贴面间的空气。

            为了保证施工质量，施工人员应不时翻开已贴好的砖，确认砖背面和基面都完全粘满胶浆。

六、包装规格：25kg/包。

七、保质期：密闭存于阴凉干燥处，未启封产品可保存一年。

瓷砖、石材胶黏剂系列

G 550人造岗石胶

分类 性能 指标

C1-普通型水泥基胶粘剂

拉伸粘接强度 /MPa ≥0.5

浸水后拉伸粘接强度 /MPa ≥0.5

热老化后拉伸粘接强度 /MPa ≥0.5

冻融循环后拉伸粘接强度 /MPa ≥0.5

晾置时间≥20min，拉伸粘接强度 /MPa ≥0.5

C2-增强型水泥基胶粘剂

拉伸粘接强度/MPa ≥1.0

浸水后拉伸粘接强度 /Mpa ≥1.0

热老化后拉伸粘接强度/MPa ≥1.0

冻融循环后拉伸粘接强度/MPa ≥1.0

晾置时间≥20min，拉伸粘接强度/MPa ≥0.5

刮板齿深（mm） 用量（kg／
2m ） 清水（升）

6*6 3.5 0.84

10*10 5.0 1.2

12*12 7.0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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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330瓷砖胶

G 350 大理石胶

G350大理石胶

一、产品简介

     广田G350大理石粘贴胶是专门针对大理石材料具有密度大、强度高、不变形、低吸水率、背面光滑、

不耐酸、遇高碱度易泛黄变色的特征而研发的特殊水泥基聚合物粘接剂，具有超强粘接力，有效防止大理

石空鼓脱落，并避免大理石泛黄变色。

二、适用范围

       室内墙地面、水池、游泳池、混凝土、水泥砂浆抹灰墙面等粘贴普通大理石、天然石材。 也适用与马

赛克、瓷砖、陶土砖等粘贴。

三、产品特点

1、粉白不透色。

2、超强粘接力。 

3、无需浸砖湿墙。

4、有效防止大理石泛黄变色。

四、技术参数《JC/T547-2017 陶瓷砖胶粘剂》中C2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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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施工参数

        1、工序：基面处理→粘贴面涂胶→大理石背面涂胶（薄贴法可省去）→大理石铺压到粘贴部位。

        2、基面要求：所有基面应坚实、干净、无空鼓、无油污、脱模剂及其它松散物。

        3、配比：  大理石粘贴胶：清水=25：6~8，搅拌均匀至无颗粒胶浆。

        4、贴砖

         1）薄贴法：用齿型刮板将胶浆涂于基面之上，使之均匀分布，并形成一条条齿状。

         2）双面刮胶法（较大较重的大理石）：用齿型刮板把搅拌好的胶浆分别均匀涂布于大理石背面及基

              面上，使之均匀分布，并形成一条条齿状。

        3）每次涂布约1平方米左右（视气温而定）。

        4）选择齿型刮板大小应考虑工作面的平整度和大理石背面的凹凸程度。

        5、铺砖

        1）在胶浆的晾置时间内（涂完胶后5~15分钟内），把大理石铺压到位，并用橡皮锤轻击大理石表面

             使之密实；

        2）在垂直于梳理方向轻微搓动排除大理石里空气；

        3）大理石之间注意保留伸缩缝，填缝必须采用柔性材料，以防气候变化引起石材膨胀挤压形变。

        6、施工条件：施工温度5～40℃，湿度在80%以下为宜。

        7、参考用量：（具体用量依大理石形状、凹凸程度、施工工具的不同而有差异。基面越平整，浆料

             用量越少。）

           粘贴小型尺寸的大理石时，建议使用6*6mm的齿型刮板。

           粘贴大型尺寸的大理石时，建议使用10*10mm或12*12mm的齿型刮板。

六、包装规格：25kg/袋。

七、保质期：储存于干燥阴凉环境，未开封条件下保质期12个月。

八、注意事项

        1、待铺贴大理石、瓷砖、马赛克、陶土砖等的粘贴面应干燥、干净无尘、无污染物；

        2、施工前先确认基底的垂直度及平整度，必要时应进行修整处理；

        3、适宜施工温度为5～40℃，不宜在有积水或雨水、雪天、霜冻天或6级风以上的天气情况下施工；

        4、施工后至少24小时内防止雨淋、暴晒及霜冻；

        5、已配好的胶浆应根据天气条件控制在约2小时之内使用完毕(胶浆表面结皮的应剔去不用)。切忌把已

             干结的胶浆加水混合再用；

        6、若用于大理石的拼接，应根据大理石的尺寸变化率预留不小于0.5mm的缝隙；

        7、对于旧瓷砖或石材面，以及石膏板等基面粘贴前应先确认基面原附着强度以及墙体牢固度，必须于   

             大面积施工前先进行粘贴试验后再使用；

        8、 在施工过程中或施工结束后，应及时用清水清洗施工器具，以免大理石粘贴胶干结无法清洗；

        9、本产品含有水泥，遇水会产生碱性反应，眼睛和皮肤应作恰当保护，如皮肤粘上胶浆，用清水清洗   

G 550人造岗石胶

瓷砖、石材胶黏剂系列

项目 指标

拉伸粘结强度 /MPa ≥1.0

浸水后拉伸粘接强度 /MPa ≥1.0

热老化后拉伸粘接强度/MPa ≥1.0

冻融循环后拉伸粘接强度 /MPa ≥1.0

晾置时间≥20min，拉伸粘结强度 /MPa ≥0.5

刮板齿深（mm） 用量（kg／ 2m ） 清水（升）

6*6 3.5 0.84

10*10 5.0 1.2

12*12 7.0 1.68



瓷砖、石材胶黏剂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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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330瓷砖胶

G 350 大理石胶

G550人造岗石胶

一、产品简述

     广田G550人造岗石粘贴胶是专门针对人造岗石材料具有密度大、强度高、随温度变形大、低吸

水率等特征而研发的特殊水泥基聚合物粘接剂，具有超强粘接力，有效防止人造岗石空鼓脱落。

二、适用范围

       室内墙地面、混凝土、水泥砂浆抹灰墙面等粘贴人造岗石。

三、产品特点

1、粉白不透色

2、超强粘接力

3、无需浸砖湿墙

4、有效防止人造岗石泛黄变色

5、本品无毒、不燃，无有害人体健康的挥发物。

四、技术参数《JC/T547-2017 陶瓷砖胶粘剂》中C2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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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550人造岗石胶

五、施工参数

        1、工序：基面处理→粘贴面涂胶→人造岗石背面涂胶（薄贴法可省去）→人造岗石铺压到粘贴部位。

        2、基面要求：所有基面应坚实、干净、无空鼓、无油污、脱模剂及其它松散物。

        3、配比：  人造岗石胶：清水=25：6~8，搅拌均匀至无颗粒胶浆。

        4、涂胶：

        1）薄贴法：用齿型刮板将胶浆涂于基面之上，使之均匀分布，并形成一条条齿状。

        2）双面刮胶法（较大较重的人造岗石）：用齿型刮板把搅拌好的胶浆分别均匀涂布于人造岗石背面及

            基面上，使之均匀分布，并形成一条条齿状。

       3）每次涂布约1平方米左右（视气温而定）。

       4）选择齿型刮板大小应考虑工作面的平整度和人造岗石背面的凹凸程度。

        5、铺贴：

       1）在胶浆的晾置时间内（涂完胶后5~15分钟内），把人造岗石铺压到位，并用橡皮锤轻击人造岗石表

             面使之密实；

       2）在垂直于梳理方向轻微搓动排除人造岗石里的空气；

       3）人造岗石之间注意保留伸缩缝，填缝必须采用柔性材料，以防气候变化引起石材膨胀挤压形变。

       6、施工条件：施工温度5～40℃，湿度在80%以下为宜。
2       7、参考用量：（具体用量依人造岗石形状、凹凸程度、施工工具的不同而有差异）8~10kg/m 。

六、包装规格：25kg/袋。

七、保质期：储存于干燥阴凉环境，未开封条件下保质期12个月。

八、注意事项

        1、待铺贴人造岗石的粘贴面应干燥、干净无尘、无污染物；

        2、施工前先确认基底的垂直度及平整度，必要时应进行修整处理；

        3、适宜施工温度为5～40℃，施工面不宜在有积水；

        4、施工后至少24小时内防止雨淋、暴晒及霜冻；

        5、已配好的胶浆应根据天气条件控制在约2小时之内使用完毕(胶浆表面结皮的应剔去不用)。切忌把已

             干结的胶浆加水混合再用；

        6、若用于人造岗石的拼接，应根据人造岗石的尺寸变化率预留不小于0.5mm的缝隙；

        7、在施工过程中或施工结束后，应及时用清水清洗施工器具，以免人造岗石胶干结无法清洗；

         9、本产品含有水泥，遇水会产生碱性反应，眼睛和皮肤应作恰当保护，如皮肤粘上胶浆，用清水清洗   

              即可  ，如不慎入眼，必要时请及时就医。

瓷砖、石材胶黏剂系列

项目 指标

拉伸粘结强度 /MPa ≥1.0

浸水后拉伸粘接强度 /MPa ≥1.0

热老化后拉伸粘接强度/MPa ≥1.0

冻融循环后拉伸粘接强度 /MPa ≥1.0

晾置时间≥20min，拉伸粘结强度 /MPa ≥0.5



瓷砖填缝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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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102彩色防霉填缝剂

一、产品简述

     广田彩色防霉填缝剂，是一种聚合物改性水泥基填缝材料，强度高、粘结性好、韧性好、抗渗效

果佳，同时具有低收缩、不开裂、不易泛碱、色泽度好、不褪色等特点。

    有G102A细缝型（适用于3mm以内的缝宽）、G102B宽缝型（适用于3~10mm以内的缝宽）两种

类型。

     产品外观：干粉（可调色）。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室内墙、地面瓷砖和石材的填缝。

       不适用于有抗化学物质要求的工业地坪缝的填充。

三、产品特点

       1、良好的防渗性能，提高饰面的整体防水效果。

       2、具有防霉功能，使得饰面卫生、洁净。

       3、色彩多样，色泽分布均匀。

四、技术参数《JG/T 1004-2006 陶瓷地砖填缝剂》中CG1型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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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施工工艺

        1、基面要求

        1）确保准备填缝的缝隙清洁，没有碎屑和积水。

        2）对于吸水率较高的砖（如陶土砖）可预先润湿准备填缝的缝隙。

        3）新粘贴的饰面砖应在完工24小时后方可填缝。

        2、配料比：   

        1）G102A 细缝型： 1kg粉料加入0.29~0.31kg清水。

        2）G102B 宽缝型： 1kg粉料加入0.22~0.25kg清水。

        3、操作步骤：

        1）先在容器中注入清水，再将粉剂加入，后用电动搅拌器充分搅拌至均匀无颗粒、无沉

              淀的膏糊状。精致十分钟后再搅拌一下使用，效果更加。

        2）用橡皮填缝刀把搅拌好的填缝剂沿砖面对角线方向压入缝里，填满缝隙，然后把多余

              的浆料刮掉。

        3）让其自然风干30分钟后，再用微湿的海绵或布彻底清洁砖块表面。

        4）24小时后，填缝剂基本干固，再用水清洗砖块表面。

        4、调好的胶浆请在1.5小时内用完。

        5、胶浆初凝时间20min，凝固时间24h。

        6、参考用量：
2 2        1）细缝型约0.3~0.5 kg/m ；宽缝型约1~1.5kg/m 。

        2）耗用量计算公式：（单位为mm）
2              耗用量（kg/m ）=1.85*（砖长+砖宽）*缝高*缝宽 /（砖长*砖宽）

六、 包装规格：25kg/包、2kg/盒。

七、 保质期：干燥阴凉未开封条件下12个月。

八、 储存与运输

       1、密闭存于阴凉干燥处，储存运输时注意防冻（5℃以上），防曝晒。

       2、本品无毒、无污染，不燃、不爆，可按一般货物运输。

九、 注意事项：

1、适宜施工环境5℃～40℃。

2、避免在淋雨情况下施工，填缝完成后8~10小时内避免有水冲刷填缝剂。

3、切忌把已干结的浆料加水混合再用。

4、严禁使用酸性清洁剂清洁已填缝的饰面。

5、仿古砖以及表面多孔砖缝填缝时应使用勾缝施工，尽量避免污染瓷砖表面。

6、本产品呈碱性，皮肤接触或入眼会有刺激性，请及时用清水冲洗。如有不适，请及时就医。

项目 技术指标

耐磨损性，mm3 < 2000

收缩值，mm / m < 3.0

抗折强度，MPa
标准条件 > 2.5

冻融循环后 > 2.5

抗压强度，MPa
标准条件 > 15.0

冻融循环后 > 15.0

吸水量，g
20min < 5.0

240min < 10.0

瓷砖填缝剂



 荣誉资质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深圳市自主创新百强中小企业 深圳市科技进步奖

涂料行业标准化先进单位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理事单位 中国化工学会氟涂料专委会理事单位

中国工程建设重点推广应用产品 中国绿色环保产品 中国驰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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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著名商标 建筑涂装企业（甲级）资质证书 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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