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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 
 

用途 

產品說明 

使用方法

粘接強度對應的時間 
技術特性 

犀利牌液體釘是一種由合成橡膠構成的溶劑型黏
合力極強的多用途建築膠粘劑，能對大多數建築

材料提供持久穩定的黏接力。它符合香港VOC法

規對多用途建築膠粘劑的要求（VOC＜ 70g/L），

黏度高不垂流，在施工及乾固後為淺褐色。

每支 360  克 

犀利牌液體釘是一種高強度多用途建築膠粘劑。
適用於粘接木材，石膏板，中纖板，碎木板，石

材，混凝土，瓷磚，金屬，塑膠
*
，橡膠和玻璃等。

 

它可以用來做鞋底的黏接（類似於萬能膠）或者

做兩部分對接的情況，例如有機械固定件的連接

處或釘子或使用螺絲來承重的地方，在膠水完全

固化後都可以做此類應用。 

液體釘可以做下列典型應用：  

 地板對擱柵 

 金屬或鋁制門檻嵌縫條對地板或牆體 

 木材或纖維水泥板對水泥塊或磚牆 

 梅森奈特纖維板/硬質纖維板對木材或地板 

 牆板或鑲板對木質或金屬框架 

 軟木磚對木材，纖維水泥板或灰泥 

 用在企口地板的凹槽處，施工時使用以防止產

生噪音 

 

 液體釘的配方設計可以提供足夠的柔韌性，所

以粘接部位可以更牢固及持久（液體釘足夠柔

韌，它可以隨建築部件的冷熱位移及正常的收

縮而做出即時回應，同時不會失去粘接強度。） 

 優異的耐水及耐候性使得它適用於室內和室外

應用。 

 在冬季氣溫低時易於從紙管中擠出。 

 快速定位，迅速固化。 

 在完全固化後能耐受-10℃-90℃的溫度。請參

閱“應用限制” 

 在鑲板間不滴落，不流掛，不收縮。 

 可以在對介面的平整度要求不是特別嚴格的建

材上做填縫，最多可填補寬度為 9mm 的縫隙。 

 乾後可以上漆 

所有粘接表面應處理乾淨、乾燥、無灰塵、無油

污，剪掉紙管頂端，裝上膠嘴，切成內徑適宜的

開口（內徑寬度約 5mm ） 

（濕粘法）將“之”字型膠條沿著托梁，立柱，

板條施膠。（在平板面上施膠，要使用足夠長的

膠條，至少要 40cm 長） 

安裝結合處時，10 分鐘內要使用足夠的釘子，螺

絲及夾具來承重，並使粘接區域有足夠的接觸面。 

膠體定位後再移除臨時固定物和夾具（至少 24 小

時，可參閱“強力粘接對應時間”） 

為了快速定位（乾粘法），可以粘接乾燥，多孔

和輕質的材料。施膠在一個基面上，壓合，再拉

開。晾膠幾分鐘再壓緊。基面拉開後不應超過 20

分鐘否則會影響到粘接強度。 

強力粘接所用的時間取決於應用的環境。大部分

情況在使用 24 小時後可以達到強力粘接，在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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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2329 -
（1999 ）6.3

AS2329
（1999 ）-6.4  

AS2329 -
（1999 ）6.5

 

熱穩定性 

抗流掛 

轉移率 

開放時間 

的 2-3 天，強度會持續增長，完全

的時間。 

溶劑揮發使膠體固化。在持續低溫下，厚塗施工，

粘接較寬區域，非吸收基面（例如：金屬，高密

度木材）實現完全固化所用的時間會相應延長。

 

地板 
當固定地板時（例如：刨花板）按照地板製造商

的要求，在連接部位使用最低需求量的釘子。注

意：為消除企口板處的噪音，在安裝企口板凹槽

處使用液體釘。 

 

覆蓋面積 
一支膠可擠出直徑 5 毫米，長 15

粘接約 6 平方米的牆板。 

 

清潔 
濕膠體可用松節水擦除，硬化的膠體要用砂紙打

磨或刮除。 

 

應用限制
 防止溢出的膠體沾污上漆木材的表面，產品所

用的溶劑會破壞漆膜。 

 不應被用在低於-5℃的環境中

 不推薦用於緊密夾持的接合處，例如：細木工

製品。 

 犀利牌快粘液體釘
®
是粘接聚苯乙烯泡沫的首

選。 

 不適於粘貼鏡子 

 在高溫下，粘接強度會減弱（大於

避免粘接陽光直射的金屬或較重的材料，例如

金屬屋頂和側線。（關於需要受熱的特殊應用

諮詢犀利公司） 

乾固要用 7 天

米的膠條，可以

 

50℃）。

 被粘接的材料不適於長期置於潮濕處。 

*粘接塑膠時需要提前測試，以確定是否跟膠體相

容 

技術參數 

超過 7 天（40

℃下在未開啟

的容器罐中儲

存後，符合所

有測試要求） 

不超過 6mm  

晾置 15 分鐘

後超過 75%

的轉移率 

15 -20 分鐘

（根據通常條

件） 

 

性能 典型值 標準

組成 合成樹脂，填

料跟溶劑共混 

外觀 淺棕色有觸變

性的膏狀物 

密度 1.29g/ml  

保質期 30 個月 

VOC 含量 < 70 g/L 

初始拉伸剪切

強度 

24 小時後超

過 200KPa  

AS2329 -
(1999)6.7.1.1  

拉伸剪切強度 超過 1Mpa  AS2329 -
（1999 ）

6.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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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高度易燃，蒸汽可被火焰或火花引燃。根據

ASCC 認證，該產品被歸入有害物。刺激眼睛。

如果接觸眼部，用大量清水沖洗並遵醫囑。參閱

MSDS 以得到更多資訊。 

 

安全指引 
遠離火源，避免接觸皮膚和眼睛。僅在通風良好

處應用。保存在涼爽乾燥的環境。將剩餘物或丟

棄物充分乾燥後再丟棄。避免污染水路。 

 

運輸/儲存/危險物資訊 
陸運 

類級：3 

運輸名稱：膠粘劑 

UN No：1133  

包裝組：Ⅱ 

 
水運 

類級：3 

運輸名稱：膠粘劑 

UN No：1133  

包裝組：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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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 
 

用途 

產品說明 

使用方法

粘接強度對應的時間 
技術特性 

犀利牌液體釘（白色）是一種由合成橡膠構成的

溶劑型、多用途、優級品建築膠粘劑，能對大多

數建築基材提供持久穩定的粘接力。它符合香港

VOC 法規對多用途建築膠粘劑的要求（VOC＜

70g/L ），粘度高不流掛，在施工及乾固後為白色。

每支 360  克 

犀利牌液體釘（白色）是一種高強度多用途建築

膠粘劑。適用於粘接木材，石膏板，中纖板，刨

花板，石材，混凝土，瓷磚，金屬，塑膠
*
，橡膠

和玻璃。 

它可以用來做鞋底的粘接（類似於萬能膠）或者

做兩部分對接的情況，例如有機械固定件的連接

處或釘子或使用螺絲來承重的地方，在膠水完全

固化後都可以做此類應用。 

犀利牌液體釘（白色）可以做下列典型應用： 

 地板對擱柵 

 金屬或鋁制門檻嵌縫條對地板或牆體 

 木材或纖維水泥板對水泥塊或磚牆 

 梅森奈特纖維板/硬質纖維板對木材或地板 

 牆板或鑲板對木質或金屬框架 

 軟木磚對木材，纖維水泥板或灰泥 

 用在企口地板的凹槽處，施工時使用以防止產

生噪音 

 

 液體釘的配方設計可以提供足夠的柔韌性，所

以粘接部位可以更牢固及持久（液體釘足夠柔

韌，它可以隨建築部件的冷熱位移及正常的收

縮而做出即時回應，同時不會失去粘接強度。） 

 優異的耐水及耐候性使得它適用於室內和室外

應用。 

 在冬季氣溫低時易於從紙管中擠出。 

 快速定位，迅速固化。 

 在完全固化後能耐受-10℃-90℃的溫度。請參

閱“應用限制” 

 在鑲板間不滴落，不流掛，不收縮。 

 可以在對介面的平整度要求不是特別嚴格的建

材上做填縫，最多可填補寬度為 9mm 的縫隙。 

 乾後可以上漆 

所有粘接表面應處理乾淨、乾燥、無灰塵、無油

污，剪掉紙管頂端，裝上膠嘴，切成內徑適宜的

開口（內徑寬度約 5mm ） 

（濕粘法）將“之”字型膠條沿著托梁，立柱，

板條施膠。（在平板面上施膠，要使用足夠長的

膠條，至少要 40cm 長） 

安裝結合處時，10 分鐘內要使用足夠的釘子，螺

絲及夾具來承重，並使粘接區域有足夠的接觸面。 

膠體定位後再移除臨時固定物和夾具（至少 24 小

時，可參閱“強力粘接對應時間”） 

為了快速定位（乾粘法），可以粘接乾燥，多孔

和輕質的材料。施膠在一個基面上，壓合，再拉

開。晾膠幾分鐘再壓緊。基面拉開後不應超過 20

分鐘否則會影響到粘接強度。 

強力粘接所用的時間取決於應用的環境。大部分

情況在使用 24 小時後可以達到強力粘接，在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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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2329 -
（1999 ）6.3

AS2329
（1999 ）-6.4  

AS2329 -
（1999 ）6.5

 

熱穩定性 

抗流掛 

轉移率 

開放時間 

的 2-3 天，強度會持續增長，完全

的時間。 

溶劑揮發使膠體固化。在持續低溫下，厚塗施工，

粘接較寬區域，非吸收基面（例如：金屬，高密

度木材）實現完全固化所用的時間會相應延長。

 

地板 
當固定地板時（例如：刨花板）按照地板製造商

的要求，在連接部位使用最低需求量的釘子。注

意：為消除企口板處的噪音，在安裝企口板凹槽

處使用液體釘。 

 

覆蓋面積 
一支膠可擠出直徑 5 毫米，長 15

粘接約 6 平方米的牆板。 

 

清潔 
濕膠體可用松節水擦除，硬化的膠體要用砂紙打

磨或刮除。 

 

應用限制
 防止溢出的膠體沾污上漆木材的表面，產品所

用的溶劑會破壞漆膜。 

 不應被用在低於-5℃的環境中

 不推薦用於緊密夾持的接合處，例如：細木工

製品。 

 犀利牌快粘液體釘
®
是粘接聚苯乙烯泡沫的首

選。 

 不適於粘貼鏡子 

 在高溫下，粘接強度會減弱（大於

避免粘接陽光直射的金屬或較重的材料，例如

金屬屋頂和側線。（關於需要受熱的特殊應用

諮詢犀利公司） 

乾固要用 7 天

米的膠條，可以

 

50℃）。

 被粘接的材料不適於長期置於潮濕處。 

*粘接塑膠時需要提前測試，以確定是否跟膠體相

容 

技術參數 

超過 7 天（40

℃下在未開啟

的容器罐中儲

存後，符合所

有測試要求） 

不超過 6mm  

晾置 15 分鐘

後超過 75%

的轉移率 

15 -20 分鐘

（根據通常條

件） 

 

性能 典型值 標準

組成 合成樹脂，填

料跟溶劑共混 

外觀 白色有觸變性

的膏狀物 

密度 1.29g/ml  

保質期 30 個月 

VOC 含量 < 70 g/L 

初始拉伸剪切

強度 

24 小時後超

過 200KPa  

AS2329 -
(1999)6.7.1.1  

拉伸剪切強度 超過 1Mpa  AS2329 -
（1999 ）

6.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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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高度易燃，蒸汽可被火焰或火花引燃。根據

ASCC 認證，該產品被歸入有害物。刺激眼睛。

如果接觸眼部，用大量清水沖洗並遵醫囑。參閱

MSDS 以得到更多資訊。 

 

安全指引 
遠離火源，避免接觸皮膚和眼睛。僅在通風良好

處應用。保存在涼爽乾燥的環境。將剩餘物或丟

棄物充分乾燥後再丟棄。避免污染水路。 

 

運輸/儲存/危險物資訊 
陸運 

類級：3 

運輸名稱：膠粘劑 

UN No：1133  

包裝組：Ⅱ 

 
水運 

類級：3 

運輸名稱：膠粘劑 

UN No：1133  

包裝組：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