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說明書

犀利牌彈性填缝劑
產品描述：
犀利牌彈性填缝劑是可上油漆及具彈性的亞加力填
缝劑，可應用於室內及室外。

包裝：
475克 / 支 ﹝白色、櫸木色﹞
450克 / 支 ﹝灰色﹞

用途：
犀利牌彈性填缝劑適用於密封寬度預期移動不超
過 +/- 10% 的間隙及裂縫。

技術特性：









適用於木材、石膏板、磚頭、玻璃、鋁、陶
瓷，油漆表面，及其他多種建築物料
超強彈性 - 能承受裂縫寬度+/-10%的移動。
適用於因輕微移動而導致沒有彈性的填充物
料掉落的裂縫
可直接塗上水性及油性油漆而不需塗上底漆*
防水性 - 適用於室內及室外
抗流掛 - 10分鐘後為0毫米
施工容易
可以用水清潔
低氣味

固化時間：


視乎施工的溫度及濕度，犀利牌彈性填縫劑
會在20至30分鐘内表乾，並在7天內完全固
化。

使用方法：





確保所有表面是乾燥、潔淨，以及沒有塵
埃、油脂、舊的密封膠碎屑和剝落的油漆。
需配合打膠槍使用，將填縫劑擠進裂縫。
用濕的手指或刮刀將填縫劑撫平，並馬上用
濕毛巾清除多餘的填縫劑及用清水清潔工
具。
靜 待 結 皮 ﹝ 約 30 分 鐘 * ﹞ 後 才 塗 上 水 性 油
漆。若需使用油性油漆或裂縫太大，請靜待
48小時至填缝膠完全乾固。

發佈時間
08/ 12 / 11

注意：
* 某些水性中塗及啞光漆可能於填缝劑乾燥時會
裂開。請在使用前於不顯眼的地方進行測試。
使用乙烯基 / 亞加力半光漆或預先塗上油性中
塗或待填縫劑完全固化後才上漆，可減低油漆
裂開的機會。

覆蓋率：
一支475克的犀利牌彈性填缝劑能擠出約10.6米長直
徑6亳米的密封膠。

技術參數
外觀

平滑的軟膏

結皮時間 – (於 25℃

20 – 30 分鐘**

及 50%相對濕度)
可操作時間 – (於 25

30 分鐘**

℃及 50%相對濕度)
不黏塵時間 – (於 25

60 分鐘**

℃及 50%相對濕度)
蕭氏 A 硬度

大於 40

耐熱上限

最高可短暫耐熱 140℃

可承受縫隙移動

+ / - 10%

**在低溫及高濕度時，需要更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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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限制：







犀利牌彈性填缝劑不應低於5°C使用。
犀利牌彈性填缝劑不應低於0°C儲存。
若即將下雨，應避免在戶外使用犀利牌彈性填
缝劑。施工後，應採取避雨措施，直至填缝劑
完全固化。上漆可改善填缝劑的耐候性。
不適用於長期浸水或經常潮濕的地方。
犀利牌彈性填缝劑不適用於裂縫的移動大於裂
縫寬度的+/-10%。
不適用於密封榫槽板之間的接縫或擋雨板重疊
的部份。

警告/急救及運輸資訊：
請參閱犀利牌網頁上的安全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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