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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维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4月，“维度”音译英文“Wedo”，寓意：

我们愿意，我们一起做。

“Wedo”总部设立于中国上海，生产基地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占地 2 万多平米，总投

资 5000 万元，引进全自动标准化生产设备，年产能高达 3 万吨，产值规模可达 10 亿元，

聚集高效人才团队，是专门从事高分子混凝土防护材料的高新技术股份制企业，集研发、

生产、设计、销售、施工于一体。公司通过国家质量管理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并获得多

项国家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商业和工业地坪涂料、墙体涂料及特种工业涂料等。作为国内最

早从事环氧磨石地坪材料生产与施工的厂商，是磨石地坪的先锋也是开拓者。与此同时，

也积极受邀参与到环氧磨石业内标准编制编撰的工作，成功参编了 T/ CBDA-1-2016《环氧

磨石地坪装饰装修技术规程》、《中国医院建设指南》、T/ CBDA 35-2019《建筑装饰装

修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标准》等十余项标准，为环氧磨石地坪进入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与设

计依据。

公司秉承“诚信”、“创新”“感恩”、“和谐”的企业文化，以技术为核心、环保

为导向、品质求发展的经营理念来赢得市场和客户的认可与信赖。营销网络以上海为中心

辐射全国，下设有华北分公司、华南分公司和西南分公司，并在全国各省份的主要城市均

设置了办事处和经销商销售网点，从而更好的服务于广大客户。

企业荣誉

上 海 市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 设 计 施 工 一 体 化 二 级 资 质 企 业 / 中 国 建 筑 材 料

联合会地坪分会地坪施工甲一级资质企业 / 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乙级 / 防

水 防 腐 工 业 专 业 承 包 二 级， 建 筑 装 饰 工 程 专 业 承 包 二 级 / 中 国 建 筑 材 料 联

合会地坪分会副理事长单位 / 上海市化学建材行业协会地面铺装材料分会

副 会 长 单 位 /T/CBDA-1-2016《 环 氧 磨 石 地 坪 装 饰 装 修 技 术 规 程》 参 编 单 位 

/ 多项鲁班奖工程项目参与者

上海市建设工程材料质量金奖 / 中国地坪施工企业二十强 /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地坪

分会优秀施工企业 / 质量、服务、信誉 AAA 级金牌单位 / 美国宣伟涂料授权的中国首家销

售及施工商

通过 GB/T24001-2016/ISO 14001:2015 认证

通过 ISO 45001：2018 认证

通过 GB/T19001-2016/ISO 9001:2015 GB/T 50430-2017 认证

工程系统
体系目录



注意事项
施工环境温度 0-35℃，相对湿度 20%-80%；
温度太低时，干燥变慢，温度过高时，造成施工困难；
湿度过低，可能造成干燥不彻底，附着力差等缺陷，湿度太高，易出现气泡，痱子；
严重起砂起灰地面，底漆用量会有所增加，建议用底漆充分渗透加固至混凝土整体颜色均匀无发白为止，可避免
地坪起壳，空鼓；
滚涂面漆时，须保证整体用量均匀，不得出现流淌或堆料现象，否则会出现发花问题；
色漆施工后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罩光，否则会影响罩光层附着力；
含有红颜料的面漆罩光时会出现浮色发花问题，建议改用环氧面漆施工；
该材料气味较大，建议施工时佩戴防护用品，不可长时间连续施工；
施工场所要求通风良好，感觉不适时要停止施工，及时通风换气；

施工条件

空气温度：0℃–35℃                         
相对湿度：20%-80%
基材表面含水率： ＜ 8%
施工场所应有良好的通风
露点温度：基材及未固化涂层基材必须比露点温度高 3℃以上，以降低地面涂层出现冷凝或发花的风险 
具体细节请参考施工方案。

产品特性

附着力强、柔韧性好；
涂层致密、表面光洁、极易保洁；
涂层耐磨、抗冲、耐压、寿命持久；
耐油、耐水及多种有机和无机化学介质；
良好的绝缘性质；
施工快捷、造价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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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OFLOOR-01 聚氨酯环氧地坪漆体系

技术指标

干燥时间

硬度

表干，h

实干，h

铅笔硬度（擦伤）

750g/500r

干摩擦系数

168h

8

48

商定

1000g钢球，高100cm，涂膜无裂纹，无剥落

0.50

不起泡，不剥落，允许轻微变色

耐油性（120#溶剂汽油，72h）

耐碱性（20%NaOH,72h）

耐酸性（10%H2SO4,48h）

耐磨性

耐冲击性

防滑性

耐水性

性能 检测结果技术指标（GB/T22374-2018）

耐化学性

符合

符合

3H

0.022

符合

0.55

符合

符合不起泡，不剥落，允许轻微变色

配套说明

砂浆层

15KG 单组分使用 0.15底涂

WEDO-0101/WEDO-0102聚氨酯环氧地坪漆

WEDO-0101/WEDO-0102聚氨酯环氧地坪漆

WEDO-0101/WEDO-0102聚氨酯环氧地坪漆

15KG/20KG

15KG/20KG

15KG/20KG

15KG

3:4

3:4

3:4

单组分使用

腻子层

面漆1

罩光层

涂层 材料型号 包装规格 配比 单道用量(kg/m2) 单道厚度(mm)

0.08

0.24

0.07

0.12

0.05-0.08

0.3

0.1-0.15

WEDO-0101/WEDO-0103哑光浆 15KG/6KG 5:2 0.07-0.090.1-0.15

产品描述

聚氨酯环氧地坪漆为双组份溶剂型产品，主要成分由高分子树脂、助剂、颜料和填料精心配制而成，
该产品具有优良的抗化学腐蚀、抗重冲击和热冲击性能等，该产品系统施工简单、快速固化、施工工期短、
节约成本，使用寿命长。

施工工艺

底涂层

1、基面强度：强度不小于C20，

2、基面平整度：要求2m靠尺测量≤5mm

3、基面干燥程度：基材表面含水率小于8%

4、提前对地面空鼓、裂缝处修补

5、对混凝土基材全面打磨

基层处理

中涂砂浆层

腻子层

面涂层

罩光层

0.15

/

0.3

0.1

0.15

0.1-0.15

工艺名称 具体做法及要求 单道用量(kg/m2)

1、使用WEDO-0101/WEDO-0102：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按比例添加石

英砂，搅拌均匀

2、用批刀整体满刮，可视情况施工道数

3、待固化后，打磨除尘

1、使用WEDO-0101/WEDO-0102：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后按要求比例添

加适量填料（石英粉、滑石粉等）搅拌均匀

2、用批刀均匀批刮，重点填补砂眼和气孔坑洞等缺陷，可视情况施工道数。

3、待固化后，全面打磨除尘。

1、使用单组分聚氨酯底漆：用滚筒均匀滚涂

2、门边、墙角、机角处使用毛刷刷涂

1、使用WEDO-0101/WEDO-0102：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

2、用滚筒蘸取面漆均匀滚涂，要求涂层均匀，无漏涂。

使用WEDO-0101（高光）或WEDO-0101/WEDO-0103(哑光)混合搅拌均匀后蘸取均匀滚涂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类建筑物内部的混凝土表面，
电器、电子、机械制造工厂、车间、仓库、
食品、医药、化工、烟草、纺织、服装、
家具、轻工、塑料、文体用品制造、停车场、
大卖场等。施工快捷，造价低廉

WEDOFLOOR-01 聚氨酯环氧地坪漆体系

技术声明
为确保您的工程能够选用合适的地坪系统，请向我们专业技术顾问咨询，对于特殊颜色或效果设计，我们可以根

据您的要求特别制造。我司可通过各产品的灵活搭配与组合，形成不同规格（厚度、效果等）的设计方案，以满足各
类客户个性化要求。

施工剖面
≤ 0.030

重载

0.1

0.15

WEDO-0101 单组分聚氨酯漆

WEDO-0101 单组分聚氨酯漆

0101/0103（罩光层）

0101/0102聚氨酯环氧地坪漆（面层）

0101/0102聚氨酯环氧地坪漆（腻子层）

基面

0101/0102聚氨酯环氧地坪漆（砂浆层）

0101 单组分聚氨酯漆（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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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附着力强，柔韧性好
溶剂含量低，环保低污染
施工快捷，清洁方便，造价低廉
强度高，耐磨损，防水，经久耐用

适用范围

特别适用于电器、电子、机械、食品、医药、
化工、烟草、饲料、纺织、服装、家具、
塑料、文体用品等工业厂房和地下车库
等场所。

WEDOFLOOR-02 高固含通用体系

注意事项

H2201D/H2202D 材料施工和干燥过程中表面不得有明水；
H2201D/H2202D 过程搅拌时间不得少于 1分钟，如搅拌不均匀可能会造成不干、起壳、脱层等涂膜缺陷；
H2201D 单道用量不建议超过 0.12kg/m2,H2202D 单道用量不建议超过 0.5kg/m2, 可能造成附着力下降，甚至出现
漆膜脱层的现象；
零下 5℃ –15℃；H2201D/H2202D 混合时间超过 45 分钟，不建议使用；可能造成附着力下降，甚至出现漆膜脱层
的现象；
16℃–25℃；H2201D/H2202D混合时间超过25分钟，不建议使用；可能造成附着力下降，甚至出现漆膜脱层的现象；
26℃–29℃；H2201D/H2202D混合时间超过20分钟，不建议使用；可能造成附着力下降，甚至出现漆膜脱层的现象；
30℃以上含 30℃不建议使用；可能造成附着力下降，甚至出现漆膜脱层的现象；

产品描述

该产品体系为双组份溶剂型环氧地坪涂料，硬度好，附着力强，具有较高的耐磨和耐划痕性能，施工快捷，
造价低廉，是现代工业厂房和地下车库的首选材料。

技术声明

我司可通过各产品的灵活搭配与组合，设计不同规格（厚度、效果等）的施工方案，以满足各类客户个性化要求，
为确保您的工程能够选用合适的地坪系统，请向我们专业技术顾问咨询，但在使用我司产品时请严格遵守该产品施工
工艺、用量要求和注意事项，否则我司不承担任何工程质量责任和损失。

施工剖面

施工条件

空气温度 5℃–30℃
相对湿度  ＜ 80%
基材表面含水率 ＜ 8%
施工场所应有良好的通风
露点温度：基材及未固化涂层基材必须比露点温度高 3℃以上
以降低地面涂层出现冷凝或发花的风险 有油污的地面需彻底清理干净，否则可能会影响涂料均匀涂布。

干燥时间

硬度

表干，h

实干，h

750g/500r

重载

干摩擦系数

168h

8

48

商定

0.030
1000g钢球，高100cm，涂膜无裂纹，无剥落

0.50

不起泡，不剥落，允许轻微变色

耐油性（120#溶剂汽油，72h）

耐碱性（20%NaOH,72h）

耐酸性（10%H2SO4,48h）

耐磨性

耐冲击性

防滑性

耐水性

性能 检测结果技术指标（GB/T22374-2018）

耐化学性

符合

符合

3H

0.020

符合

0.55

符合

符合不起泡，不剥落，允许轻微变色

技术指标

铅笔硬度（擦伤） 

涂层 材料型号 包装规格 配比 单道用量(kg/m2) 单道厚度(mm)

25KG/5KG

24KG/6KG

24KG/6KG

5:1

4:1

4:1

底涂

砂浆层

腻子层

面漆

0.08

0.24

0.1

0.3

配套说明

施工工艺

底涂层

1、基面强度：强度不小于C20，

2、基面平整度：要求2m靠尺测量≤5mm

3、基面干燥程度：基材表面含水率小于8%

4、提前对地面空鼓、裂缝处修补

5、对混凝土基材全面打磨

基层处理

2、滚涂或刮涂；

3、门边、墙角、机角处使用毛刷刷涂

中涂砂浆层

腻子层

0.15

面涂层
使用WEDO-2203：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用滚筒蘸取面漆均

匀滚涂，要求滚涂均匀，无漏涂。
0.3

/

0.30

0.1

工艺名称 具体做法及要求 单道用量(kg/m2)

（一般为80-120目），油漆：石英砂=1：0.2-1，搅拌均匀；

2、用批刀整体批刮，可视情况施工道数；

3、待固化后，打磨除尘，无刀痕

1、使用WEDO-2203：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后按建议比例添加适

量填料（重钙、滑石粉等），油漆：粉料=1：0.1-0.5，搅拌均匀；

2、用批刀均匀批刮，重点填补砂眼和气孔坑洞等缺陷，可视情况施工道数；

3、待固化后，全面打磨除尘。

WEDO-2203 高固含通用高光面漆

WEDO-2203 高固含通用高光面漆

1、使用 WEDO-H2201D：搅拌时间不得少于 3分钟

1、使用 WEDO-H2202D：搅拌时间不得少于 3分钟，按建议比例添加石英砂

2203高固含通用高光面漆（面层）

2203高固含通用高光面漆（腻子层）

基面

H2202D 高固含通用中涂

H2201D 高固含通用底漆

WEDO-H2201D 高固含通用底漆 15KG/5KG 3:1 0.08-0.12 0.06-0.09

WEDO-H2202D 高固含通用中漆 0.25-0.30 0.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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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条件
空气温度 5℃–30℃
相对湿度 ＜ 80%
基材表面含水率 ＜ 8%
施工场所应有良好的通风
露点温度：基材及未固化涂
层基材必须比露点温度高 3℃
以上，以降低地面涂层出现
冷凝或发花的风险；
有油污的地面需彻底清理干
净，否则可能会影响涂料均
匀涂布。

产品特性

硬度好，干燥快，施工方便；
表面呈纹理及橘皮效果，具有良好的防滑性能，
可有效降低胎噪
附着力强，不易起壳开裂；
强度高，耐磨损，防水，经久耐用。

适用范围

特别适用于各类需要防滑的工业厂房和
地下车库等场所 

WEDOFLOOR-03 拉毛防滑体系

注意事项
严格控制空气湿度小于 80%，相对湿度过高时，水易和环氧面漆固化剂发生反应，造成失光、浮色、发白发花、
干燥不彻底等弊病；
该产品施工时不可随意添加稀释剂，否则易造成拉毛坍塌，拉毛效果达不到要求；
该油漆粘度较高，使用时需充分搅拌均匀，尤其桶壁和桶底部位，建议搅拌后倒桶混合；
施工过程中，先用一定齿高镘刀将油漆均匀批刮于地面，再用拉毛滚筒沿竖向和横向方向均匀滚涂 2-3 遍，要求
滚涂后整体用量均匀，无明显滚筒痕；
拉毛面漆施工过程中掌握施工方向可有效避免滚痕，第一遍先竖向滚涂将油漆均匀涂布，第二遍横向轻轻滚涂将
油漆拉出完美拉毛效果，两遍施工后如还有较明显滚痕，可沿横向方向滚涂第三遍，手法尽量放轻；
不同批次材料存在一定色差，同一区域施工时需使用相同批次材料，同一项目多次下单时须注明按样调色

产品描述

采用进口优质环氧树脂和固化剂经特殊工艺制成，产品施工后表面产生橘纹，具有良好的防滑性能，
适用于有防滑需要的场所，拉毛产品有溶剂型拉毛和无溶剂拉毛之分。

技术声明

我司可通过各产品的灵活搭配与组合，设计不同规格（厚度、效果等）的施工方案，以满足各类客户个性化要求，
为确保您的工程能够选用合适的地坪系统，请向我们专业技术顾问咨询，但在使用我司产品时请严格遵守该产品施工
工艺、用量要求和注意事项，否则我司不承担任何工程质量责任和损失。

施工剖面

配套说明

干燥时间

硬度

表干，h

实干，h

铅笔硬度（擦伤）（L2203）   

邵氏硬度（D型）（L0303）
750g/500r

重载

干摩擦系数

168h

8

48

商定

商定
0.030

1000g钢球，高100cm，涂膜无裂纹，无剥落

0.50

不起泡，不剥落，允许轻微变色

耐油性（120#溶剂汽油，72h）

耐碱性（20%NaOH,72h）

耐酸性（10%H2SO4,48h）

耐磨性

耐冲击性

防滑性

耐水性

性能 检测结果技术指标（GB/T22374-2018）

耐化学性

符合

符合

3H

83
0.025

符合

0.65

符合

符合不起泡，不剥落，允许轻微变色

技术指标

砂浆层

底涂

腻子层

涂层 材料型号 包装规格

高固含通用拉毛体系

配比 单道用量(kg/m2) 单道厚度(mm)

砂浆层

底涂

腻子层

涂层 材料型号 包装规格

无溶剂环氧拉毛体系

配比 单道用量(kg/m2) 单道厚度(mm)

底涂层

1、基面强度：强度不小于C20，

2、基面平整度：要求2m靠尺测量≤5mm

3、基面干燥程度：基材表面含水率小于8%

4、提前对地面空鼓、裂缝处修补

5、对混凝土基材全面打磨

基层处理

中涂砂浆层

腻子层

面涂层

0.15/0.3

/

0.30/0.5

0.1/0.1

0.4-0.5/0.4-0.5

工艺名称 具体做法及要求 单道用量(kg/m2)

（一般为80-120目），油漆：石英砂=1：0.2-1，搅拌均匀；

2、用批刀整体批刮，可视情况施工道数；

3、待固化后，打磨除尘，无刀痕

1、使用WEDO-L2203/L0303：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后按建议比例添加

适量填料（重钙、滑石粉等），油漆：粉料=1：0.1-0.5，搅拌均匀；

2、用批刀均匀批刮，重点填补砂眼和气孔坑洞等缺陷，可视情况施工道数；

3、待固化后，全面打磨除尘。

2、滚涂或刮涂；

3、门边、墙角、机角处使用毛刷刷涂

使用WEDO-L2203/L0303：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先用批刀均匀批刮，

再选用不同规格的拉毛滚筒均匀滚刷，滚涂2-3遍。

施工工艺

面漆

面漆

L2203高固含通用拉毛面漆（面层）

L2203高固含通用拉毛面漆（腻子层）

基面

H2201D 高固含通用底漆

H2202D 高固含通用中涂

1、使用 WEDO-H2201D/0301: 搅拌时间不得少于 3分钟 ;

1、使用 WEDO-H2202D/0302: 搅拌时间不得少于 3分钟 ,按建议比例添加石英砂

WEDO-H2201D 高固含通用底漆 15KG/5KG

20KG/10KG

25KG/5KG

25KG/5KG

25KG/5KG

25KG/5KG

25KG/5KG

25KG/5KG

3:1

2:1

5:1

5:1

5:1

5:1

5:1

5:1

0.08-0.12 0.06-0.09

0.25-0.30

0.1

0.3 0.3

0.8

0.1

0.5

0.1

0.5（大毛）
0.4（小毛）

0.5（大毛）
0.4（小毛）

0.5
0.4

0.4）
0.32

0.25-0.30

0.07

WEDO-H2202D 高固含通用中漆

WEDO-L2203 高固含通用拉毛面漆

WEDO-L2203 高固含通用拉毛面漆

WEDO-0301 无溶剂环氧双组分底漆

WEDO-0302 无溶剂环氧中涂

WEDO-0303 无溶剂拉毛防滑面漆

WEDO-L0303 无溶剂拉毛防滑面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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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面平整光洁，色彩艳丽，装饰效果优异
固化稳定，流平性好，易于施工，机械强度高，
耐磨性好
不吸尘，不起尘，极易保洁，为净化厂房之首选
耐化学品性：可耐氯化钠，氯化铁，硫酸铜等盐类，
氨水，动植物油，汽油等化学介质。

适用范围

适用于轻至中等载荷的工业地坪，如机
械、电子、医药、食品、轻纺等行业的仓库、
车间，亦可用于具有较高要求的大卖场、
办公室等。

WEDOFLOOR-04 无溶剂环氧自流平体系

注意事项
严格控制空气湿度小于 80%，相对湿度过高时，水易和环氧面漆固化剂发生反应，造成失光、浮色、发白发花、
干燥不彻底等弊病；
施工温度 5℃–30℃，温度过低时，干燥变慢，漆膜强度和耐划伤性也会受一定影响；
自流平面漆使用时先搅拌色漆组分，检查有无沉底，如有沉底须用过滤网过滤后再使用；
自流平面漆用量需符合要求 ,用量过少会影响遮盖力，流平性以及最终表面效果；
大面积施工时，请注意接边处理，施工间隔不可超过 10 分钟，建议使用消泡滚筒处理；
材料储存温度不得低于 10 度，否则面漆有结晶风险，当面漆出现结晶后，如现场有条件需加热溶化后使用，如结
晶严重整体呈块状，建议退回工厂，不要使用；
该产品不可随意添加稀释剂，否则易造成浮色，慢干，影响流平性和光泽，甚至产生气泡等影响涂膜表面效果的
各类弊病；
不同批次材料存在一定色差，同一区域施工时需使用相同批次材料，同一项目多次下单时须注明按样调色

产品描述

无溶剂环氧体系，具有绿色环保、光洁度高、一次性成膜厚、漆膜强韧耐磨等优良特性，是洁净度要
求高的电子企业厂房、制药企业厂房等场所理想的地坪涂装系统。

技术声明
我司可通过各产品的灵活搭配与组合，设计不同规格（厚度、效果等）的施工方案，以满足各类客户个性化要求，

为确保您的工程能够选用合适的地坪系统，请向我们专业技术顾问咨询，但在使用我司产品时请严格遵守该产品施工
工艺、用量要求和注意事项，否则我司不承担任何工程质量责任和损失。

施工剖面

施工条件

空气温度 5℃–30℃
相对湿度 ＜ 80%
基材表面含水率 ＜ 8%
施工场所应有良好的通风
露点温度：基材及未固化涂层基材必须比露点温度高 3℃以上，以降低地面涂层出现冷凝或发花的风险 
有油污的地面需彻底清理干净，否则可能会影响涂料均匀涂布。

技术指标

干燥时间

硬度

表干，h

实干，h

750g/500r

重载

干摩擦系数

168h

8

48

0.030

1000g钢球，高100cm，涂膜无裂纹，无剥落

0.50

不起泡，不剥落，允许轻微变色

耐油性（120#溶剂汽油，72h）

耐碱性（20%NaOH,72h）

耐酸性（10%H2SO4,48h）

耐磨性

耐冲击性

防滑性

耐水性

性能 检测结果技术指标（GB/T22374-2018）

耐化学性

符合

符合

83

0.023

符合

0.58

符合

符合不起泡，不剥落，允许轻微变色

邵氏硬度 

涂层 材料型号 包装规格 配比 单道用量(kg/m2) 单道厚度(mm)

WEDO-0301无溶剂环氧双组分底漆
WEDO-0302无溶剂环氧中涂

WEDO-0303无溶剂自流平面漆
WEDO-0303无溶剂自流平面漆

20KG/10KG
25KG/5KG

20KG/4KG
20KG/4KG

2:1
5:1

5:1
5:1

底涂
砂浆层

腻子层
面漆1

0.3
0.8

0.1
1

0.3
0.5

0.1
1.2

WEDO-0304无溶剂透明自流平面漆

WEDO-0305无溶剂环氧面漆

20KG/8KG

24KG/6KG

2.5:1

4:1

面漆2

面漆3

0.95

0.3

1

0.35

配套说明

底涂层

1、基面强度：强度不小于C20

2、基面平整度：要求2m靠尺测量≤5mm

3、基面干燥程度：基材表面含水率小于8%

4、提前对地面空鼓、裂缝处修补

5、对混凝土基材全面打磨

基层处理

1、使用WEDO-0301：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

2、用滚筒均匀滚涂，或批刀铁板等均匀批刮

3、门边、墙角、机角处使用毛刷刷涂

中涂砂浆层

腻子层

面涂层

0.3

/

0.5

0.1

0303：1.2

0304：1

0305：0.35

工艺名称 具体做法及要求 单道用量(kg/m2)

1、使用WEDO-0302：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按建议比例添

加石英砂（一般为80-120目），油漆：石英砂=1：0.2-1，搅拌均匀；

2、用批刀整体满刮，可视情况施工道数；

3、待固化后，打磨除尘

1、使用WEDO-0303：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后按建议比例添加

适量填料（石英粉、滑石粉等），油漆：粉料=1：0.1-0.5，搅拌均匀；

2、用批刀均匀批刮，重点填补砂眼和气孔坑洞等缺陷，可视情况施工道数。

待固化后，全面打磨除尘。

1、镘涂：使用 WEDO-0303/WEDO-0304：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

用镘刀均匀镘涂，要求涂层均匀，无漏镘，镘涂结束用消泡滚筒处理。

2、滚涂：使用 WEDO-0305 ，搅拌均匀后，用滚筒滚涂

施工工艺

0303无溶剂自流平面漆（面层）

0303无溶剂自流平面漆（腻子层）

0302无溶剂环氧中涂（砂浆层）

基面

0301无溶剂环氧双组份底漆（底层）

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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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稳定的导静电性能；
根据导电性能不同分为静电耗散型和导
静电型；
机械强度好，耐磨性好，寿命持久；
耐化学品性：可耐 80% 浓硫酸，50% 氢
氧化钠。

适用范围

防强酸、强碱、盐等化学溶剂腐蚀，同
时有防静电需求的面层的保护。比如电
子、微电子、通讯、计算机、精密仪器
等行业防静电厂房及实验室。

WEDOFLOOR-05 防腐蚀防静电体系

产品描述

防腐蚀防静电材料选用无溶剂防腐蚀环氧树脂，特殊的防腐固化剂，通过添加最新科技的单晶碳纳米管，
经过特殊工艺生产而成。防尘、耐磨、耐冲击、防化学溶剂及酸碱、油污腐蚀。

施工剖面

75

0.023

MPa

750g/500r

性能 检测结果技术指标

抗压强度

1000g钢球，高100cm，涂膜无裂纹，无剥落 符合重载耐冲击性

耐磨性

耐20%硝酸

耐120#汽油

5×104—1×106 6.2×105Ω导电型

1×106—1×109 5.4×108Ω静电耗散

耐80%硫酸
不起泡，不剥落，允许轻微变色 符合耐75%醋酸耐化学性

耐50%氢氧化钠

耐30%双氧水

技术指标

WEDO-0302无溶剂环氧中涂

20KG/10KG

25KG/5KG

2:1

5:1

底涂

砂浆层

（先贴铜箔）
滚涂导电层

批刮导电层

涂层 材料型号 包装规格 配比 单道用量(kg/m2) 单道厚度(mm)

0.3

0.8

0.12

0.08

0.3

0.5

0.15

0.1

WEDO-P4413普通型防腐防静电自流平面漆

WEDO-P4423普通型重防腐防静电自流平面漆

20KG/5KG

24KG/8KG

4:1

3:1

面漆1
（腻子层2）

面漆1
（腻子层2）

0.7

0.7

0.9

WEDO-D4415导电型防腐防静电面漆

WEDO-D4425导电型重防腐防静电面漆

20KG/5KG

24KG/8KG

4:1

3:1

面漆3

面漆4

0.3

0.3

0.35

0.35

0.9

配套说明

施工工艺

工艺名称 具体做法及要求 单道用量 (kg/m²)

基层处理

1、基面强度：强度不小于 C20，
2、基面平整度：要求 2m 靠尺测量≤ 5mm
3、基面干燥程度：基材表面含水率小于 8%
4、提前对地面空鼓、裂缝处修补
5、对混凝土基材全面打磨

/

环氧层（底涂）
1、使用 WEDO-0301：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
2、用滚筒均匀滚涂
3、门边、墙角、机角处使用毛刷刷涂

0.3

环氧层（砂浆）

1、使用WEDO-0302：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按建议比例添加石英砂（一
般为 80-120 目），油漆：石英砂 =1：0.2-1，搅拌均匀；
2、用批刀整体满刮，可视情况施工道数；
待固化后，打磨除尘

0.5

铺设铜箔 1、2-5m×2-5m,“井“字形铺设，铜箔必须紧贴地面 /

滚涂导电底层

1、使用 WEDO-0402D：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可后补水稀释，加水量
最多不超过 10%；
2、滚涂，保证导电层无漏涂
3、干燥后用细砂纸打磨掉滚筒毛和其他颗粒

0.15

批刮导电层

1、使用 WEDO-0402D，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
2、用批刀均匀批刮，重点填补砂眼和气孔坑洞等缺陷，可视情况施工道数。
3、干燥后测试电阻值，要求电阻值小于 1×106 Ω，导电型材料施工要求导电层电阻
值小于 2*104Ω

0.1

普通型重 / 防腐防
静电自流平面漆

1、先用批刀均匀刮涂，
2、干燥后再镘凃，并用消泡滚筒处理

0.9

导电型重 / 防腐防
静电面漆

因面漆腻子层会增加电阻值，导电型产品不建议施工面漆腻子层，直接在导电层滚涂
面漆

0.35

≥ 45

≥ 0.03

WEDO-0301 无溶剂环氧双组分底漆

P0403普通型防静电自流平面漆（腻子层2）

防腐蚀防静电面漆（面层）

0301无溶剂环氧双组份底漆（底层）

基面

0302无溶剂环氧中涂（砂浆层）

0402D 导电底漆（导电腻子层 1）

0402D 导电底漆（导电底层）

WEDO-0402D 导电底漆底漆 18KG/6KG 3:1

3:118KG/6KGWEDO-0402D 导电底漆底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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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面漆施工环境：温度 5-30℃，空气相对湿度小于 80%，湿度过高会影响导电层强度和导电性能，造成面漆发白失
光等问题；
导电层施工前必须用环氧材料修复找平处理；
铜箔粘贴必须牢固，不得起翘；
导电层共施工 2遍，第一遍滚涂保证无遗漏，干燥后打磨，第二遍刮涂，保证表面平整光滑，无颗粒，施工完毕，
测试电阻值；
每做一道导电层都需要测试电阻值，静电耗散型材料导电层电阻值小于于 1×106 Ω，导电型材料导电层电阻值小
于 2*104Ω；
静电耗散型面漆可刮涂面漆腻子，导电型面漆不可施工面漆腻子层；
防静电面漆镘凃时，避免镘刀快速提拉拖拽，形成的气泡串需用镘刀刺破，镘涂结束需用消泡滚筒处理；
漆膜需达到实干后才具备耐强酸强碱功能；
防静电面漆层如返工重做，必须重新施工导电层，否则电阻值无法达到要求。
不同批次材料存在一定色差，同一区域施工时需使用相同批次材料，同一项目多次下单时须注明按样调色

技术声明

我司可通过各产品的灵活搭配与组合，设计不同规格（厚度、效果等）的施工方案，以满足各类客户
个性化要求，为确保您的工程能够选用合适的地坪系统，请向我们专业技术顾问咨询，但在使用我司产品
时请严格遵守该产品施工工艺、用量要求和注意事项，否则我司不承担任何工程质量责任和损失。

施工条件

空气温度 5℃–30℃
相对湿度 ＜ 80%
基材表面含水率 ＜ 8%
露点温度：基材及未固化涂层基材必须比露点温度高3℃以上，以降低地面涂层出现冷凝或发花的风险；
有油污的地面需彻底清理干净，否则可能会影响涂料均匀涂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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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稳定的导静电性能；
表面平整光洁，易于保洁；
机械强度高，耐磨性好，寿命持久；
无导电颗粒外漏，及其适用于防尘洁净区域；
可满足静电耗散和导静电等不同导电性能要求

适用范围

适用于需防静电的建筑物内部混凝土表
面，较重载荷的工业地坪，如机械、兵工、
电子、计算机、医药、轻纺等行业的生
产车间、仓库

WEDOFLOOR-05 无溶剂防静电体系

产品描述

该体系不仅具有普通环氧地坪的防尘洁净、耐压抗磨的特点，而且能够有效地防止静电的集聚，通过
在环氧树脂中添加导电聚合物，能够将生产作业中产生的静电和外来物体带来的静电传导耗散。导静电性
能持久。

施工剖面

8

48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性能 检测结果技术指标

干燥时间

商定 83

0.022

硬度

5×104—1×109Ω

耐冲击性

1×106—1×109Ω

表面电阻

体积电阻

0.030耐磨性

1000g钢球，高100cm，涂膜无裂纹，无剥落

表干，h 

实干，h 

表干，h 

邵氏硬度

750g/500r

技术指标

WEDO-0301无溶剂环氧双组分底漆

WEDO-0302无溶剂环氧中涂

20KG/10KG

25KG/5KG

2:1

5:1

底涂

砂浆层

刮涂导电层

涂层 材料型号 包装规格 配比 单道用量(kg/m2 ) 单道厚度(mm)

0.3

0.8

0.12

0.08

0.3

0.5

0.15

0.1

P0403普通型防静电自流平面漆

D0403导电型防静电面漆 20KG/5KG 4:1

面漆1
（腻子层2）

面漆1
（腻子层2）

0.7

0.3

0.9

0.35

（先贴铜箔）

滚涂导电层

配套说明

施工工艺

工艺名称 具体做法及要求 单道用量 (kg/m²)

基层处理

1、基面强度：强度不小于 C20，
2、基面平整度：要求 2m 靠尺测量≤ 5mm
3、基面干燥程度：基材表面含水率小于 8%
4、提前对地面空鼓、裂缝处修补
5、对混凝土基材全面打磨

/

环氧层（底涂）
1、使用 WEDO-0301：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
2、用滚筒均匀滚涂
3、门边、墙角、机角处使用毛刷刷涂

0.3

环氧层（砂浆） 

1、使用WEDO-0302：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按建议比例添加石英砂（一
般为 80-120 目），油漆：石英砂 =1：0.2-1，搅拌均匀；
2、用批刀整体满刮，可视情况施工道数；
3、待固化后，打磨除尘

0.5

铺设铜箔
1、使用 WEDO-0301：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
2、用滚筒均匀滚涂
3、门边、墙角、机角处使用毛刷刷涂

/

滚涂导电底层

1、使用 WEDO-0402D：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可后补水稀释，加水量
最多不超过 10%；
2、滚涂，保证导电层无漏涂
3、干燥后用细砂纸打磨掉滚筒毛和其他颗粒

0.15

批刮导电层

1、使用 WEDO-0402D ，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
2、用批刀均匀批刮，重点填补砂眼和气孔坑洞等缺陷，可视情况施工道数。
3、干燥后测试电阻值，要求电阻值小于 1×106 Ω，导电型材料施工要求导电层电阻
值小于 2*104Ω

0.1

面漆层 1
静电耗散型地坪：使用 WEDO-P0403 静电耗散型面漆
1、先用批刀均匀刮涂面漆洗面；
2、干燥后均匀镘凃，并用消泡滚筒处理

0.9

面漆层 2
导静电型地坪：使用 WEDO-D0403 导静电型面漆
因面漆腻子层会增加电阻值，导电型产品不建议施工面漆腻子层，直接在导电层上滚
涂面漆

0.35

≤

≤

≤

P0403普通型防静电自流平面漆（腻子层2）

P0403普通型防静电自流平面漆（面层）

0301无溶剂环氧双组份底漆（底层）

基面

0302无溶剂环氧中涂（砂浆层）

0402D 导电底漆（导电腻子层 1） 

0402D 导电底漆（导电底层） 

WEDO-0402D 导电底漆 18KG/6KG 3:1

3:1

5:1

18KG/6KG

20KG/4KG

WEDO-0402D 导电底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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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面漆施工环境：温度5-30℃，空气相对湿度小于80%，湿度过高可能会影响导电层强度和导电性能，造成面
漆发花浮色等问题；
导电层施工前必须用环氧材料修复找平处理，完全封闭基面；
铜箔粘贴必须牢固，不得起翘，铜箔全部连接后需要测试导通性能，检测有无盲点；
导电层共施工2遍，第一遍滚涂保证无遗漏，干燥后打磨，第二遍刮涂，保证表面平整光滑，无颗粒，施工完毕，
测试电阻值；
每做一道导电层都需要测试电阻值，静电耗散型材料导电层电阻值小于于1×106 Ω，导电型材料导电层电
阻值小于2*104Ω；
静电耗散型面漆可刮涂面漆腻子，导电型面漆不可施工面漆腻子层；
防静电面漆镘凃时，避免镘刀快速提拉拖拽，形成的气泡串需用镘刀刺破，镘涂结束须用消泡滚筒处理；
镘涂施工，要求面漆用量均匀，不得局部堆料或流淌，否则会造成导电填料不均匀上浮；
防静电面漆层如返工重做，必须重新施工导电层，否则电阻值无法达到要求；
不同批次材料存在一定色差，同一区域施工时需使用相同批次材料，同一项目多次下单时须注明按样调色

技术声明

我司可通过各产品的灵活搭配与组合，设计不同规格（厚度、效果等）的施工方案，以满足各类客户
个性化要求，为确保您的工程能够选用合适的地坪系统，请向我们专业技术顾问咨询，但在使用我司产品
时请严格遵守该产品施工工艺、用量要求和注意事项，否则我司不承担任何工程质量责任和损失。

施工条件

空气温度 5℃–30℃
相对湿度 ＜ 80%
基材表面含水率 ＜ 8%
施工场所应有良好的通风；
露点温度：基材及未固化涂层基材必须比露点温度高 3℃以上，以降低地面涂层出现冷凝或发花的风险 
有油污的地面需彻底清理干净，否则可能会影响涂料均匀涂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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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水化体系，几乎无气味；
涂层外观平整光滑，装饰性好；
高光聚氨酯罩光后光泽可以达到 70-90（高光
上用）50-70（哑光上用）
哑光聚氨酯罩光后光泽≤ 30；
本品与多种基材附着力强 ,不易起壳脱落；
不易发黄，可提高表面耐磨性，寿命持久；
防霉抗菌，可用于制药食品等行业。

适用范围

特别适用于需要保持高度清洁的地面及
要求施工气味小的场合，医院、食品厂、
超市、乳品厂、轻工业厂房、仓库、展厅、
学校等。

WEDOFLOOR-06 水性聚氨酯体系

注意事项

严格控制施工温度 10℃–30℃，相对湿度 20%-80%，地面反潮时禁止施工 ；
被罩光层完全干燥后才能施工聚氨酯罩光层，否则会有抽缩，无法涂布等问题；
面漆层干燥后应及时罩光，时间太久表面易被污染，罩光后容易出现颗粒甚至脱层；
水性聚氨酯只能罩光在我司建议的环氧材料或其他材料上，在其他外司面层上罩光时，可能会有缩油，气泡不消
等问题，在无机地坪上直接施工，有脱层起壳风险；
使用时，先混合 A和 C组分，搅拌均匀后再添加 B组分，须严格遵守添加顺序；
水性聚氨酯滚涂罩光时需使用短中毛滚筒，横竖滚涂两遍，保证滚涂均匀无遗漏；
水性聚氨酯干燥速度较快，施工时注意控制接痕，不得超过 10 分钟；
水性聚氨酯哑光相比亮光产品更不耐脏，脏污后须及时清洁，工厂和车库需谨慎选择。

产品描述

水性聚氨酯体系是一种最新的高分子聚合物产品，用量极少就可以加强漆膜表面性能，具有良好的耐水、
耐黄变性能。主要用于面漆产品罩光，以取得更好的视觉和实用效果，采用德国拜耳树脂调配，硬度高，
抗划伤，易清洁。

技术声明

我司可通过各产品的灵活搭配与组合，设计不同规格（厚度、效果等）的施工方案，以满足各类客户个性化要求，
为确保您的工程能够选用合适的地坪系统，请向我们专业技术顾问咨询，但在使用我司产品时请严格遵守该产品施工
工艺、用量要求和注意事项，否则我司不承担任何工程质量责任和损失。

施工剖面

施工条件

空气温度 10℃–30℃
相对湿度 20%–80%
露点温度：基材及未固化涂层基材必须
比露点温度高 3℃以上，以降低地面涂
层出现冷凝或发花的风险；
有油污的地面需彻底清理干净，否则可
能会影响涂料均匀涂布。

WEDO-0704水性聚氨酯透明高光面漆 0.1罩光层1

罩光层2 WEDO-0704S水性聚氨酯透明哑光面漆

涂层 材料型号 包装规格 配比 单道用量(kg/m2) 单道厚度(mm)

0.06

0.1 0.06

配套说明

面漆层干燥后，可选用不同的罩光清漆改变表面光泽，同时提高表面耐划伤性。罩光层 0.1

工艺名称 具体做法及要求 单道用量(kg/m2)

施工工艺

水性聚氨酯罩光层

已完成面层

0.012

铅笔硬度 (擦伤） 商定

 ≤ 0.050

 ≥ 0.50

耐油性 (120# 溶剂汽油 ,72h)

耐碱性 (20%NaOH,72h)

耐酸性 (10%H2SO4,48h) 

表干，h ≤8

性能 检测结果技术指标（GB/T22374-2018）

3

3H

0.53

干燥时间

168h 不起泡，不剥落，允许轻微变色 符合耐水性

实干，h ≤48 24

750g/500r

干摩擦系数

硬度

耐磨性

防滑性

耐化学性 不起泡，不剥落，允许轻微变色 符合

技术指标

耐碱性 (20%NaOH,72h)

16KG/4KG/4KG 4:1:1

4:2:116KG/8KG/4KG



产品特性

水化体系 ,绿色环保产品，几乎无气味；
具有透气功能，可于潮湿基面施工；
本品与多种基材附着力强 ,不易起壳脱落；
可达到 A2 级防火要求；
环氧材质，可用于制药食品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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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OFLOOR-02 高固含通用体系

施工剖面

施工条件

空气温度 10℃–30℃
相对湿度  ＜ 80%
基材表面含水率 ＜ 8%
施工场所应有良好的通风
露点温度：基材及未固化涂层
基材必须比露点温度高 3℃以上
以降低地面涂层出现冷凝或发
花的风险
有油污的地面需彻底清理干净，
否则可能会影响涂料均匀涂布。

适用范围

特别适用于需要保持高度清洁的地面及
潮湿环境地下停车场、一楼地面、要求
施工气味小的场合，医院、食品厂、超市、
乳品厂、轻工业厂房、仓库、展厅、学校等。

WEDOFLOOR-07 水性环氧体系

产品描述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不仅要求墙面涂料实现水性化，也要求地坪涂装系统逐渐实现水性化
以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公司运用先进科技，采用乳化反应的环氧树脂和特殊的水性环氧固化剂作为基
础原料，开发出具有优异环保性能，兼具高耐磨强度的水性环氧地坪涂装系统。

技术声明

我司可通过各产品的灵活搭配与组合，设计不同规格（厚度、效果等）的施工方案，以满足各类客户
个性化要求，为确保您的工程能够选用合适的地坪系统，请向我们专业技术顾问咨询，但在使用我司产品
时请严格遵守该产品施工工艺、用量要求和注意事项，否则我司不承担任何工程质量责任和损失。

干燥时间
表干，h

750g/500r  

重载

干摩擦系数 

168h

耐油性 (120#溶剂汽油,72h)

≤8

实干，h ≤48

≤0.050

1000g钢球，高100cm，涂膜无裂纹，无剥落

耐化学性

性能 检测结果技术指标（GB/T22374-2018）

3

24

耐碱性 (20%NaOH,72h) 

耐酸性 (10%H2SO4,48h) 

铅笔硬度（擦伤）

 ≥0.50

硬度

耐磨性

耐冲击性

防滑性

耐水性

3H

0.03

符合

0.53

不起泡，不剥落，允许轻微变色 符合

不起泡，不剥落，允许轻微变色 符合

砂浆层

WEDO-0601水性环氧透明底漆 0.15底涂

WEDO-0602水性环氧中涂

涂层 材料型号 包装规格 配比 单道用量(kg/m2) 单道厚度(mm)

0.09

0.30.3

WEDO-0603/WEDO-0604水性环氧面漆 0.1腻子层 0.07

面漆2

WEDO-0603水性环氧哑光面漆 0.2面漆1

WEDO-0604水性环氧高光面漆

0.15

0.10.15（建议两遍）

WEDO-0704水性聚氨酯透明高光面漆 0.1罩光层1

WEDO-0704S水性聚氨酯透明哑光面漆 0.1罩光层2

注意事项

施工环境：温度 10-30℃，空气相对湿度 20%-80%，湿度过低，水分挥发太快，反应不充分，湿度过高可
能会造成水分挥发变慢，漆膜强度下降；
水性施工工具应单独使用，不得和其他非水性施工工具共用；
水性材料施工和干燥过程中表面不得有明水；
水性底漆施工前需保证基面干净，不得有灰尘，否则会影响水性底漆渗透；
严重起砂起灰地面建议选用油性渗透底漆充分渗透加固后再施工水性材料；
使用滚筒滚涂施工以保证底漆用量，水性底漆施工后基层应无明显泛白；
水性产品搅拌时间不得少于 3分钟，搅拌后可加适量水稀释，加水量最多不超过 10%；
水性中涂施工不可一次性施工过厚，否则会出现开裂，对有坑洞，伸缩缝和需要特殊处理之处，可先用
水性中涂或水性底漆加大量砂提前修补处理；
梅雨季节施工要避免返潮或结露，否则水性材料会出现慢干甚至不干问题；
冬季材料运输和储存过程中要避免低温冷冻，否则会出现结冰结晶甚至材料报废；
不同批次材料存在一定色差，同一区域施工时需使用相同批次材料，同一项目多次下单时须注明按样调色。

技术指标

配套说明

底涂层

1、基面强度：强度不小于C20，

2、基面平整度：要求2m靠尺测量≤5mm

3、基面干燥程度：基材表面含水率小于10%

4、提前对地面空鼓、裂缝处修补

5、对混凝土基材全面打磨

基层处理

中涂砂浆层

面涂层

0.15

/

高光0.15

哑光0.2

工艺名称 具体做法及要求 单道用量(kg/m2)

1、使用WEDO-0602水性环氧中涂：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时间不得少于3 分

钟，充分乳化后按建议比例添加石英砂（一般为80-120目），油漆：石英砂=1：0.2-1 ，

用批刀整体批刮，可视情况施工道数；

2、待固化后，打磨除尘，无刀痕

罩光层

（可选）
0.1面漆层干燥后，可选用不同的罩光清漆改变表面光泽，同时提高表面耐划伤性。

1、使用水性环氧面漆：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充分乳化；

A:WEDO-0603水性环氧哑光面漆,要求滚涂均匀，不得漏涂；

B:WEDO-0604水性环氧高光面漆，滚涂遍数不得少于2道。

腻子层

1、使用WEDO-0603/WEDO-0604水性环氧哑光/高光面漆：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 ，

充分乳化后按比例添加适量填料（重钙、滑石粉等），油漆：粉料=1：0.1-0.5；

2、用批刀均匀批刮，重点填补砂眼和气孔坑洞等缺陷，可视情况施工道数；

3、待固化后，全面打磨除尘。

1、使用WEDO-0601水性环氧透明底漆：搅拌时间不得少于3分钟，搅拌均匀，充分乳化；

2、用滚筒均匀滚涂或用批刀刮涂；

0.3

0.1

施工工艺

0704S水性聚氨酯透明哑光面漆（可选罩光层）

0603水性环氧哑光面漆（面层）

0603水性环氧哑光面漆（腻子层）

0601水性环氧透明底漆（底层）

基面

0602水性环氧中涂（砂浆层）

0.06

0.06

商定

16KG/4KG/4KG 4:1:1

4:2:1

5:1

5:1

5:1

4:1

4:1

16KG/8KG/4KG

20KG/4KG

20KG/4KG

20KG/4KG

20KG/5KG

20KG/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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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耐刻划，可低温固化；   
良好的弹性，脚感舒适；         
不吸尘，不起尘，极易保洁；
消音

适用范围

适用于医院、教室、会务场馆、轻载车
库等。 

WEDOFLOOR-08 无溶剂聚氨酯自流平体系

注意事项

严格控制环境温度在5-30℃之间，温度过高，反应过快，影响流平性能；温度过低，反应太慢，漆膜硬度差；
严格控制环境湿度＜ 80% ，湿度过高，可能出现气泡不消、漆膜硬度不佳等问题；
聚氨酯材料干燥较快，混合后 15 分钟内必须使用完毕，并用消泡滚筒消泡处理；
每次根据情况少量混合，不要一次性全部混合，避免施工不及；
施工条件与基材准备应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书实行。

产品描述

该产品为双组份无溶剂聚氨酯体系，一次性成膜厚、漆膜柔韧性极好，消音，耐磨性能优良等特性，
是医院、教室、会务场馆首选地坪涂装系统。

技术声明

为确保您的工程能够选用合适的地坪系统，请向我们专业技术顾问咨询，对于特殊颜色或效果设计，
我们可以根据您的要求特别制造。我司可通过各产品的灵活搭配与组合，形成不同规格（厚度、效果等）
的设计方案，以满足各类客户个性化要求。

施工剖面

施工条件

空气温度 5℃–30℃
相对湿度  ＜ 80%
基材表面含水率 ＜ 8%
施工场所应有良好的通风
露点温度：基材及未固化涂层基材必须比露点温
度高 3℃以上以降低地面涂层出现冷凝或发花的
风险 有油污的地面需彻底清理干净，否则可能
会影响涂料均匀涂布。

干燥时间

硬度

表干，h

实干，h

邵氏硬度

750g/500r

重载

干摩擦系数

168h

8

48

75（邵A）

0.012

1000g钢球，高100cm，涂膜无裂纹，无剥落

0.65

不起泡，不剥落，允许轻微变色

耐油性（120#溶剂汽油，72h）

耐碱性（20%NaOH,72h）

耐酸性（10%H2SO4,48h）

耐磨性

耐冲击性

防滑性

耐水性

% 140断裂延长率

性能 技术指标（GB/T22374-2018）

耐化学性 不起泡，不剥落，允许轻微变色

中涂层

WEDO-2101无溶剂聚氨酯底漆 20KG/10KG 2:1 0.3底涂

WEDO-2102无溶剂聚氨酯自流平

WEDO-2103无溶剂聚氨酯面漆

WEDO-2103无溶剂聚氨酯面漆

25KG/5KG

20KG/8KG

20KG/8KG

5:1

5:2

5:2

腻子层

面漆

涂层 材料型号 包装规格 配比 单道用量(kg/m2) 单道厚度(mm)

0.3

0.95

0.08

0.23

1.2

0.1

0.25

技术指标

配套说明

底涂层

1、基面强度：强度不小于C20

2、基面平整度：要求2m靠尺测量≤5mm

3、基面干燥程度：基材表面含水率小于8%

4、提前对地面空鼓、裂缝处修补

5、对混凝土基材全面打磨

基层处理

中涂层

/

1.2

工艺名称 具体做法及要求 单道用量(kg/m2)

使用WEDO-2102：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用镘刀均匀镘涂，要求涂层

均匀，无漏镘，镘涂结束用消泡滚筒处理。 

1、使用WEDO-2101：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

2、用滚筒均匀滚涂

3、门边、墙角、机角处使用毛刷刷涂

腻子层

1、使用WEDO-2103：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后按建议比例添加适量填料

（石英粉、滑石粉等）搅拌均匀；

2、用批刀均匀批刮，重点填补砂眼和气孔坑洞等缺陷，可视情况施工道数。

3、待固化后，全面打磨除尘。

面涂层 0.25使用WEDO-2103：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用滚筒均匀滚涂，要求涂层

均匀，无漏涂，光泽均一。 

0.3

0.1

施工工艺

2103无溶剂聚氨酯面漆（面层）

2103无溶剂聚氨酯面漆（腻子层）

2102无溶剂聚氨酯自流平（中涂层）

基面

2101无溶剂聚氨酯底漆（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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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金属骨料可分：铜矿砂，铁矿砂，矽钛合金，
石英砂，云母石等；
高度耐磨，抗冲击性能高；
节约成本、使用期限长，无需维护；
防滑 、防尘；
能提高抗油及油脂性能；
可选颜色：灰色（水泥色）、绿色、红色

适用范围

适用轻工业重工业厂房、停车场，仓库、
超市、展厅、广场、汽车修理厂、食品
加工厂、冷库、水处理中心等对地面要
求洁净、耐污、耐磨的场所。 

WEDOFLOOR-09 金属、非金属耐磨硬化剂地坪体系

注意事项

施工场所应有良好的通风，所有设备应为防爆设备；
施工工具可用清水清洗；
施工人员应有良好的防护措施，如本品沾到皮肤、眼睛等请立即用清水清洗；
施工条件与基材准备应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书实行。

产品描述

耐磨硬化骨料地坪，是用于混凝土的合成干撒硬化剂，由高标号水泥、超硬金属耐磨骨料、非金属耐
磨骨料、特殊添加剂及颜料组成。 

技术声明

为确保您的工程能够选用合适的地坪系统，请向我们专业技术顾问咨询，对于特殊颜色或效果设计，我们可以根
据您的要求特别制造。我司可通过各产品的灵活搭配与组合，形成不同效果的设计方案，以满足各类客户个性化要求。

包装配比

产品名称：WEDO-0901 ，WEDO-0902
包装规格：50kg/ 包
质保期：储存于阴凉（5℃ -30℃）干燥的地方且防潮，原装密封条件下 12 个月。

施工剖面

施工条件

空气温度 5℃ - 30℃                         
露点温度：基材及未固化涂层基材必须比露点温度高 3℃以上，以降低地面涂层出现冷凝或发花的风险 。
具体细节请参考施工方案。

　耐磨性（磨坑法） ≤23 ≤22

49.2Mpa 49.2Mpa

65.7Mpa 65.7Mpa

77.0Mpa 80Mpa

＞9Mpa（未折断） ＞11Mpa（未折断）

3.2Mpa 3.9Mpa

7.0±0.5 8.0±0.5

抗压强度

3d

7d

28d

抗折强度

抗拉强度

　防滑性

硬度，莫氏

项目
指标

非金属骨科 金属骨科

同于一般水泥地面 同于一般水泥地面

第一次撒播骨料

1、混凝土入模平整后初凝时，用带圆盘的抹光机均匀地将混凝土表面的浮浆层破坏掉。

并用长靠尺杆将混凝土刮平。
混凝土找平

第二次撒播骨料 2

工艺名称 具体做法及要求 单道用量(kg/m2)

3、第二次撒布材料用量为总量的1/3，在大面积均匀适量撒布的同时，对泛浆、泛色的

部位加大撒布量，对有缺陷的部位重点修补。用抹光机进行粗光抹平地坪。

2、撒布耐磨硬化剂材料，第一次撒布材料用量建议为总量的2/3，当耐磨硬化剂吸收

水分颜色均匀变深时，用抹光机进行粗光抹平。

抹平收光 4、当混凝土足够坚硬不至破坏时，用抹光机抹平收光。

地坪养护 5、养护地坪：抛光后采用洒水或喷洒专用地坪养护液进行养护。

4

/

/

/

硬化剂面层

混凝土基层

技术指标

施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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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收缩混凝土毛孔，有效抑制外界污染
物进入混凝土；
增强新旧混凝土地坪的表面硬度、耐
磨性能和抗压强度； 
能防止二氧化碳和水份的渗入，抑制
了混凝土的中性化和防止钢筋的腐蚀
防止混凝土出现剥落、散裂，具有优
良的防尘性；　
处理过后的地坪会出现大理石光泽，
使用越久光泽度越好、外观越美丽；
便于清理打扫，节约维护管理经费。

适用范围

特别适用于电器、电子、机械、食品、医药、
化工、烟草、饲料、纺织、服装、家具、
塑料、文体用品等工业厂房和地下车库
等场所。 

WEDOFLOOR-10 单组分水性渗透密封剂

注意事项

混凝土地面达到养护期方才可施工渗透密封剂；
旧地面应先除去表面涂层（如蜡层、养护剂、树脂类涂料等）及油污，重度油污的地面，需经过适当的处理后才
可施工渗透密封剂；
渗透密封剂施工后需要及时拖动，可洒水稀释帮助渗透；
多余的渗透密封剂需及时清洗干净，避免造成地面发白；
可根据需要的效果打磨抛光至一定目数；
施工人员应有良好的防护措施，如本品沾到皮肤、眼睛等需立即用清水清洗；
施工条件与基材准备应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书实行。

产品描述

水性渗透密封剂，是无色透明液体、无味、无毒、不燃，符合 VOC 规定，能够有效渗透混凝土表面，
与混凝土中的化学媒介发生化学反应、结晶，发生化学反应、从而产生一种密固的表面，可有效防止水和
油污的渗透，抗化学腐蚀。

技术声明

我司可通过各产品的灵活搭配与组合，设计不同规格（厚度、效果等）的施工方案，以满足各类客户个性化要求，
为确保您的工程能够选用合适的地坪系统，请向我们专业技术顾问咨询，但在使用我司产品时请严格遵守该产品施工
工艺、用量要求和注意事项，否则我司不承担任何工程质量责任和损失。 

 包装配比

包装规格：WEDO-0903，20kg/ 组， 配比：单组份使用

施工剖面

施工条件

空气温度 5℃ –30℃                        
露点温度：基材及未固化涂层基材必须比
露点温度高 3℃以上，以降低地面涂层出
现冷凝或发花的风险 

固含量 %1

2

3

4

5

6

符合

 ≥11.0 12

90

 ≥140 185

   ≤30 未检出

PH值 

24小时表面吸水量降低率/%

耐磨度比/% 

VOC（g/L）   

检测项目 技术指标（JCT 2158-2012） 检测结果

技术指标
单组分水性渗透密封剂

基面

打磨基面

工艺名称 具体做法及要求 单道用量(kg/m2)

1.将WEDO-0903渗透密封剂均匀喷洒在地坪表面，保持润湿2-4小时，期间用滚筒来回
推动，以帮助地面吸收；

2.当密封剂变得粘稠时，喷洒适量水稀释，以稀释多余的密封剂，用滚筒来回推动，二  

   次吸收；

3.当密封剂再次变得粘稠时，用清水冲洗掉多余的密封剂。

机磨抛光（可选）
当地面完全硬化后，用抛光机佩戴300目至1000目树脂磨片将地面抛光，根据需要抛光至

一定目数。

/

0.3

/

1.清理杂物，润湿地面

2.使用50目金属磨片打磨地面，清除浮浆杂物

3.使用50目树脂磨片，150目树脂磨片依次打磨地面，消除粗磨磨痕，将毛细孔完全打开，

   帮助密封剂可以有效渗透至混凝土内部

4.清洗地面，完全晾干，准备施工密封剂

涂刷渗透密封剂

施工工艺

1≤ 5

≥ 80

规定至±2%

24 小时表面吸水量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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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表面平整光洁，色彩艳丽，装饰效果优异；   
机械强度好，防滑， 防水；
耐磨，抗压，耐冲击，耐化学品性能好；
可根据要求制成光面或毛面，具有突出的
防滑功能

适用范围

主要适用于要求高强度、高机械性能、
美观、耐磨损的地坪场合，如大型商场、
展厅、地铁、电子通讯、医疗卫生、机
场等场所，亦可用于具有较高要求的高
档娱乐场所、商务大厦、会展中心、大
卖场、办公室等。

WEDOFLOOR-11 环氧树脂彩砂体系

注意事项

摊铺彩砂时，平面一定要平整，并注意彩砂摊铺的均匀性；
施工过程中，须有专人用靠尺反复检查摊铺面的平整度，踢脚线及墙角处需派专人做标高处理，保证整体地面的
平整度；
施工条件与基材准备应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书实行；

产品描述

该体系是以彩色石英砂和环氧树脂组成的整体无缝的新型装饰地坪，通过一种或多种不同颜色的彩砂
自由搭配组合，形成丰富多彩的装饰效果，不仅具有装饰功能，并且比普通环氧地坪具有更理想的耐磨抗压，
防滑防水，耐化学腐蚀等性能。

技术声明

为确保您的工程能够选用合适的地坪系统，请向我们专业技术顾问咨询，对于特殊颜色或效果设计，我们可以根
据您的要求特别制造。我司可通过各产品的灵活搭配与组合，形成不同规格（厚度、效果等）的设计方案，以满足各
类客户个性化要求

施工剖面

施工条件

空气温度 5℃–30℃
相对湿度  ＜ 80%
基材表面含水率 ＜ 8%
施工场所应有良好的通风
露点温度：基材及未固化涂层
基材必须比露点温度高 3℃以
上 以降低地面涂层出现冷凝或
发花的风险 有油污的地面需彻
底清理干净，否则可能会影响
涂料均匀涂布。

0704水性聚氨酯透明高光面漆（罩光层）

1102环氧树脂彩砂漆（粘结层、压砂、灌浆）

1102环氧树脂彩砂漆（底层）

基面

1、基面强度：强度不小于C20；

2、基面平整度：要求2m靠尺测量≤3mm；

3、基面干燥程度：基材表面含水率小于8%；

4、提前对地面空鼓、裂缝处修补；

5、对混凝土基材全面打磨；

6、踢脚线及墙角平整度处理

基层处理

压砂层

（粘结层）

灌浆层

面漆层

/

1.0-1.5

0.5-2

0.1

工艺名称 具体做法及要求 单道用量(kg/m2)

1、压砂之前需施工粘结层，使用WEDO-1102，均匀滚涂或刮涂，保证所有地面都有粘

结层覆盖；

2、使用WEDO-1102：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按建议比例添加彩砂，油

漆：彩砂=1：10-16，建议使用立式搅拌机，搅拌均匀；

3、将搅拌好的彩砂按要求厚度均匀摊铺在粘结层上，用刮尺刮平，控制平整度，边角

位置需手工用力抹压；

使用抹光机抹平压实，注意控制平整度；

1、使用WEDO-1102，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

2、使用镘刀镘刮，保证整体灌浆均匀

使用WEDO-0704/WEDO-0704S：按比例混合材料，充分乳化，用滚筒均匀滚涂，要求涂

层均匀，无材料堆积和漏涂。

底涂层 0.3-0.4

1、使用WEDO-1102：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

2、用滚筒均匀滚涂或用批刀刮涂；

3、保证无发白无漏涂

干燥时间

硬度

表干，h

实干，h

邵氏硬度

750g/500r

重载

干摩擦系数

168h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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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定

0.030

1000g钢球，高100cm，涂膜无裂纹，无剥落

0.50

不起泡，不剥落，允许轻微变色

耐油性（120#溶剂汽油，72h）

耐碱性（20%NaOH,72h）

耐酸性（10%H2SO4,48h）

耐磨性

耐冲击性

防滑性

耐水性

性能 检测结果技术指标（GB/T22374-2018）

耐化学性

符合

符合

83

0.023

符合

0.61

符合

符合不起泡，不剥落，允许轻微变色

粘接层

1102环氧树脂彩砂漆 0.3-0.4底涂

1102环氧树脂彩砂漆

1102环氧树脂彩砂漆

1102环氧树脂彩砂漆

WEDO-0704水性聚氨酯透明高光面漆

WEDO-0704S水性聚氨酯透明哑光面漆

压砂

灌浆

面漆层1

面漆层2

涂层 材料型号 包装规格 配比 单道用量(kg/m2) 单道厚度(mm)

0.3-0.4

0

5-7

0

0.2

1.0-1.5

0.5-2

0.1

0.1

技术指标

配套说明

施工工艺

0.06

0.0616KG/4KG/4KG

16KG/8KG/4KG

20KG/10KG

20KG/10KG

20KG/10KG

20KG/10KG

4:1:1

4:2:1

2:1

2:1

2:1

2:1



32 33

产品特性

表面平整光洁，色彩艳丽，装饰效果优异；   
固化稳定，流平性好，易于施工，机械强度高，
耐磨性好；
不吸尘，不起尘，极易保洁，为卷烟厂厂房
之首选；
耐化学品性：可耐氯化钠，氯化铁，硫酸铜
等盐类，氨水，动植物油，汽油等化学介质。

适用范围

适用于轻至中等载荷的办公室地坪以及
工业地坪，如卷烟厂、电子厂、制药厂
等行业的办公室、高级厂房，亦可用于
具有较高要求的商业场所、艺术会所等。

WEDOFLOOR-11 无溶剂环氧彩砂自流平体系

产品描述

无溶剂环氧彩砂自流平为无溶剂环氧体系，形成丰富多彩的装饰效果，不仅具有装饰功能，并且比普
通环氧地坪具有更理想的耐磨抗压，防滑防水，耐化学腐蚀等性能，是洁净度要求高的电子厂房、制药厂房、
卷烟厂厂房等场所理想的地坪涂装系统。

8

48

符合

符合

符合

性能 检测结果技术指标（GB/T22374-2018）

干燥时间

商定 83

0.023

硬度

1000g钢球，高100cm，涂膜无裂纹，无剥落耐冲击性

0.61

符合

0.50

不起泡，不剥落，允许轻微变色168h

防滑性

耐水性

符合不起泡，不剥落，允许轻微变色

耐油性 (120#溶剂汽油,72h)

耐碱性 (20%NaOH,72h)

耐酸性 (10%H2SO4,48h)

耐化学性

0.030耐磨性

技术指标

配套说明

WEDO-0301无溶剂环氧双组分底漆

WEDO-0302无溶剂环氧中涂

WEDO-0302无溶剂环氧中涂

WEDO-1103无溶剂环氧彩砂自流平

底涂

砂浆层

面漆层

涂层 材料型号 包装规格 配比 单道用量(kg/m2) 单道厚度(mm)

0.3

0.8

0.1

2.5

0.3

0.5

0.1

3

WEDO-0704水性聚氨酯透明高光面漆

WEDO-0704S水性聚氨酯透明哑光面漆

罩光层1

罩光层2

0.06

0.06

0.1

0.1

腻子层

基层处理

底涂层

工艺名称 具体做法及要求 单道用量kg/m2

1、基面强度：强度不小于C20

2、基面平整度：要求2m靠尺测量≤3mm

3、基面干燥程度：基材表面含水率小于8%

4、提前对地面空鼓、裂缝处修补

5、对混凝土基材全面打磨

1、使用WEDO-0301：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

2、用滚筒均匀滚涂

3、门边、墙角、机角处使用毛刷刷涂

中涂砂浆层

1、使用WEDO-0302：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按建议比例添加石英

砂（一般为80-120目），油漆：石英砂=1：0.2-1，搅拌均匀；

2、用批刀整体满刮，可视情况施工道数；

3、待固化后，打磨除尘

腻子层

1、使用WEDO-0302：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后按建议比例添加适量
填料（石英粉、滑石粉等），油漆：粉料=1：0.1-0.5，搅拌均匀；

2、用批刀均匀批刮，重点填补砂眼和气孔坑洞等缺陷，可视情况施工道数。

3、待固化后，全面打磨除尘。

/

0.5

0.1

3面涂层
1、使用WEDO-1103：A组分和B组分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用镘刀均匀镘涂，要

求涂层均匀，无漏镘；

2、镘涂结束用消泡滚筒处理。 

0.1
罩光层

（可选）
面漆层干燥后，可选用不同的罩光清漆改变表面光泽，同时提高表面耐划伤性。

0.3

施工工艺

0704水性聚氨酯透明高光面漆（罩光层）

1103无溶剂环氧彩砂自流平（面层）

0302无溶剂环氧中涂（腻子层）

0301无溶剂环氧双组份底漆（底层）

基面

0302无溶剂环氧中涂（砂浆层）

施工剖面

表干，h ≤

≤

≤

≥

实干，h 

邵氏硬度

750g/500r

重载

干摩擦系数

16KG/4KG/4KG

16KG/8KG/4KG

26KG/4KG

25KG/5KG

25KG/5KG

20KG/10KG

4:1:1

4:2:1

6.5:1

5:1

5: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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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严格控制空气湿度小于 80%，湿度过高时，易造成失光浮色等弊病；
地面平整度要求 2m 靠尺测量≤ 3mm，平整度太差会出现流动、漏砂、颜色不均等问题；
该产品施工时不可添加稀释剂，否则易造成沉砂，斑块，慢干，甚至产生气泡；
镘涂过后，必须使用消泡滚筒消泡，否则会有局部气泡不消，彩砂不均匀现象；
因为彩砂自流平面漆的特殊性，须从我司彩砂色卡上挑选产品颜色；
不同批次材料存在一定色差，同一区域施工时需使用相同批次材料，同一项目多次下单时须注明按样调色

技术声明

为确保您的工程能够选用合适的地坪系统，请向我们专业技术顾问咨询，对于特殊颜色或效果设计，我们可以根
据您的要求特别制造。我司可通过各产品的灵活搭配与组合，形成不同规格（厚度、效果等）的设计方案，以满足各
类客户个性化要求

施工条件

空气温度 5℃–30℃
相对湿度 ＜ 80%
基材表面含水率 ＜ 8%
露点温度：基材及未固化涂层基材必
须比露点温度高 3℃以上，以降低地
面涂层出现冷凝或发花的风险 
有油污的地面需彻底清理干净，否则
可能会影响涂料均匀涂布。



产品特性

用量较低，施工方便；
具有稳定的提高摩擦力性能；
可有效降低胎噪；
机械强度好，耐磨性好，寿命持久。

适用范围

适用于地下车库以及有防滑需求的工业
地坪，如机械、食品、轻纺等行业的仓
库车间等 

WEDOFLOOR-12 微珠防滑体系

产品描述

选用高性能环氧树脂，通过添加超耐磨微珠颗粒，经过特殊工艺生产而成。抗滑、耐磨、性能优异，
适用于面漆产品罩面，及有防滑需求的场所。

8

48

符合

符合

0.65

符合

性能 检测结果技术指标（GB/T22374-2018）

干燥时间

商定 4H

0.018

硬度

0.50

不起泡，不剥落，允许轻微变色168h

防滑性

耐水性

符合不起泡，不剥落，允许轻微变色

耐油性 (120#溶剂汽油,72h)

耐碱性 (20%NaOH,72h)

耐酸性 (10%H2SO4,48h)

耐化学性

0.030耐磨性

WEDO-0301无溶剂环氧双组分底漆

WEDO-0302无溶剂环氧中涂

WEDO-0303无溶剂自流平面漆

WEDO-0303无溶剂自流平面漆

20KG/10KG

25KG/5KG

20KG/4KG

20KG/4KG

2:1

5:1

5:1

5:1

底涂层

砂浆层

面漆

涂层 材料型号 包装规格 配比 单道用量(kg/m2) 单道厚度(mm)

0.3

0.8

0.1

1

0.3

0.5

0.1

1.2

WEDO-C2203超耐磨微珠面漆

WEDO-0704水性聚氨酯透明高光面漆

24KG/6KG

16KG/8KG/4KG

4:1

4:2:1

防滑层

罩面漆（可选）

0.1

0.06

0.1

0.1

腻子层

基层处理

底涂层

工艺名称 具体做法及要求 单道用量kg/m2

1、基面强度：强度不小于C20

2、基面平整度：要求2m靠尺测量≤5mm

3、基面干燥程度：基材表面含水率小于8%

4、提前对地面空鼓、裂缝处修补

5、对混凝土基材全面打磨

1、使用WEDO-0301：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

2、用滚筒均匀滚涂，或批刀铁板等均匀批刮

3、门边、墙角、机角处使用毛刷刷涂

中涂砂浆层

1、使用WEDO-0302：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按建议比例添加石英

砂（一般为80-120目），油漆：石英砂=1：0.2-1，搅拌均匀；

2、用批刀整体满刮，可视情况施工道数；

3、待固化后，打磨除尘

腻子层

1、使用WEDO-0303：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后按建议比例添加适量

填料（石英粉、滑石粉等），油漆：粉料=1：0.1-0.5，搅拌均匀；

2、用批刀均匀批刮，重点填补砂眼和气孔坑洞等缺陷，可视情况施工道数。

3、待固化后，全面打磨除尘。

/

0.5

0.1

1.2面涂层
使用WEDO-0303：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用镘刀均匀镘涂，要求

涂层均匀，无漏镘，镘涂结束用消泡滚筒处理。

0.1防滑层 使用C2203超耐磨微珠面漆罩光，需用滚筒均匀滚涂3-4遍，无明显滚筒痕为止

罩光层

（可选）
面漆层干燥后，可选用罩光清漆提高表面耐划伤性 0.1

0.3

施工剖面

C2203超耐磨微珠面漆

0303无溶剂自流平面漆（面层）

0303无溶剂自流平面漆（腻子层）

0301无溶剂环氧双组份底漆（底层）

基面

0302无溶剂环氧中涂（砂浆层）

施工工艺

技术指标

配套说明

≤

≤

≤

≥

表干，h

实干，h 

铅笔硬度

750g/500r

干摩擦系数

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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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严格控制空气湿度小于 80%，湿度过高时，易出现失光、浮色、发花等问题；
超耐磨微珠面漆为罩光层，必须在有一定厚度且颜色相同的面层上施工，直接在腻子层上施工可能会出现缩油，
无法保证遮盖力和耐磨性差等问题；
该产品不可随意添加稀释剂，否则易造成浮色问题；
超耐磨微珠面漆施工注意控制用量，用量不同光泽会有一定差异，滚涂遍数不得少于三遍，直至整体用量均匀，
无明显滚痕为止；
微珠面漆施工会有轻微接痕，大面积施工时建议以划线处为接痕位置，可有效减少接痕；
如对耐磨性有特殊要求，可通过水性聚氨酯罩光来提高漆膜硬度和耐划伤性；
不同批次材料存在一定色差，同一区域施工时需使用相同批次材料，同一项目多次下单时须注明按样调色

施工条件

空气温度 5℃–30℃
相对湿度 ＜ 80%
基材表面含水率 ＜ 8%
施工场所应有良好的通风；
露点温度：基材及未固化涂层基材必须比露点温度高 3℃以上，以降低地面涂层出现冷凝或发花的风险 
有油污的地面需彻底清理干净，否则可能会影响涂料均匀涂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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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色彩绚丽、图案精美；   
尽情表达设计师的设计想象色彩绚丽、任意选择；
平整无缝，表面致密，易清洁、维护和保养
经久耐用、光亮耐磨；
耐沾污，抗化学腐蚀。

适用范围

适用于机场、火车站、展会中心、博物馆、
体育馆等商业建筑地面装饰，以及购物
中心、酒店、餐馆、学校、图书馆、医院、
办公楼等公共场所。

WEDOFLOOR-13 磨石体系

产品描述

环氧磨石是一种能展现独特风格的高装饰性无缝艺术地坪，常规厚度 5-9.5mm，该地坪精选多种特制
的石材类、金属类、彩色陶瓷颗粒、彩色玻璃颗粒、优质天然贝壳、玛瑙石或其它合适的装饰性骨材与高
分子树脂相混合，经铺筑、固化、打磨、抛光等特殊工艺现场施筑而成。

符合

符合

符合

0.61

符合

性能 检测结果技术指标（GB/T22374-2018）

干燥时间

商定 83

0.023

硬度

耐冲击性

不起泡，不剥落，允许轻微变色168h

防滑性

耐水性

符合不起泡，不剥落，允许轻微变色

耐油性 (120#溶剂汽油,72h)

耐碱性 (20%NaOH,72h)

耐酸性 (10%H2SO4,48h)

耐化学性

耐磨性

1000g钢球，高100cm，涂膜无裂纹，无剥落

涂层 材料型号 包装规格 配比 单道用量(kg/m2) 单道厚度(mm)

基层处理

底涂层

工艺名称 具体做法及要求 单道用量kg/m2

1.基面强度：找平层抗压强度不小25MPa

2.基面干燥程度：基材表面含水率小于8%

3.提前对地面空鼓、裂缝处修补

4.平整度2m靠尺落差≤3mm

1.使用WEDO-1301：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

2.均匀滚涂或刮涂

3.门边、墙角、机角处使用毛刷刷涂

4.局部漏刮或发白区域需点补

贴玻纤布

1.均匀批刮磨石底漆

2.将玻璃纤维布整齐平整铺设于底漆上，

3.用批刀在玻纤布上批刮，保证玻纤布完全贴附底漆

4.玻纤布完全覆盖基层（重叠10cm） 

柔性层（可选） 使用WEDO-1304：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后施工

/

0.2-0.3

1.2

放样

1.根据图纸的形状，用色笔标示出放样线条，反复校正，确保不走样

2.放样时注意参照点，保证放样的准确，同时用色笔标示出放样线条

3.曲线部位务必尽可能多的取点，使用柔软钢条或PVC线管顺畅串联已取好的点 ，

用记号笔沿PVC线管一侧画出曲线，按照放样结果安装分隔条

铺设分隔条

1.选择分隔条种类.

2.根据放样的线路，将分隔条固定在地面上，安装牢固，位置准确，线条顺直、流

畅、平整

3.分隔条铺设密集区域需用水平尺检查平整度

4.曲线安装时，端点需用两颗钉子固定

粗磨

1.用50目金刚磨片干磨地面,清理灰尘；

2.用50目树脂磨片湿磨地面；

3.边打磨边用靠尺控制平整度；

中磨
1.用150目树脂磨片水磨

2.中磨完成后洗地、晾干

补浆1

1.用吸尘器清洁地面，保证地面清洁干燥     

2.反复刮涂浆料

3.抛洒80-120目石英砂，可使用洗地机揉搓，封闭大孔隙

/

/

中涂层

1.使用WEDO-1302环氧磨石漆，A组分需预搅拌，A:B=5:1,将AB组分搅拌后加入磨
石骨料中，按环氧磨石漆:骨料=1：3.3-3.6配比，用立式搅拌机将油漆和骨料搅拌

均匀；

2.在分隔条内均匀铺设，铺料顺序先铺边角

3.铺料时用靠尺检测平整度，如有凹陷部分，需及时补料

4.分色摊铺需等上道材料完全固化

5.不同颜色材料铺设时，需先铺设深色材料

6.铺料时需预留补浆材料

5.5-6.5

/

/

0.1

细磨1
1.用300目树脂磨片水磨；

2.细磨完成后洗地、晾干；

3.边角处需用手磨机水磨
/

0.3-0.4

技术指标

配套说明

施工工艺

表干，h

实干，h 

邵氏硬度（D型）

750g/500r

重载

干摩擦系数

≤ 8

≤ 48

≤ 0.03

≥ 0.5

WEDO-1303 磨石晶面剂

WEDO-0704S 水性聚氨酯透明哑光面漆

WEDO-1301 环氧磨石底漆底涂层

贴玻纤布

柔性层（可选）

中涂层（补浆）

罩光层（亮）

罩光层（哑）

WEDO-1304 聚氨酯柔性膜

WEDO-1302 环氧磨石漆

WEDO-1301 环氧磨石底漆

6:1

4:1:1

4:1

2:1 0.3-0.4 0.3-0.4

0.2-0.3 0.2-0.3

0.95

10-12

0.09

0.09

1.2

5.5-6.5

0.15

0.15

2:1

3:1

18KG/3KG

16KG/4KG/4KG

24KG/6KG

20KG/10KG

20KG/10KG

18KG/6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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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注意各种缝隙、空鼓、油污以及潮湿等不同的处理方式；
玻纤布须完全覆盖基层（重叠 10cm），无褶皱起鼓；
分隔条需安装牢固，位置准确，线条顺直，用水平尺检查平整度；
油漆骨料配比必须准确，潮湿、变色的骨料不允许使用；
根据摊铺速度搅拌材料，材料必须搅拌均匀，分色摊铺时需等上道材料完全固化；
铺料时用靠尺检测平整度，如有凹陷部分，需及时补料；
不同颜色材料摊铺时，需先摊铺深色材料；
铺料时如发现材料不够，需立即停止，加装分隔条后，等第二批材料到场后再进行摊铺；
铺料时需预留补浆材料

技术声明

我司可通过各产品的灵活搭配与组合，设计不同规格（厚度、效果等）的施工方案，以满足各类客户个性化要求，
为确保您的工程能够选用合适的地坪系统，请向我们专业技术顾问咨询，但在使用我司产品时请严格遵守该产品施工
工艺、用量要求和注意事项，否则我司不承担任何工程质量责任和损失。

施工剖面

施工条件

基材表面含水率 ＜ 8%
相对湿度 ≤ 80%
露点温度：基材及未固化涂层基材必须比露点温度高 3℃以上，以降低地面涂层出现冷凝或发花的风险 
具体细节请参考施工方案。

补浆2

细磨2

工艺名称 具体做法及要求 单道用量kg/m2

1.图案、分色区域用美纹纸保护后补浆     

2.配料 中涂：细粉=1：0.2，反复刮涂浆料

1.用300目树脂磨片水磨；

2.细磨完成后洗地、晾干；

3.边角处需用手磨机水磨

精磨

1.用500目树脂磨片水磨；

2.精磨完成后洗地，晾干；

3.水磨时需边磨边刮水

密封剂层 1.密封剂涂刷均匀无漏涂、无堆积

0.1

/

0.15

/

施工工艺

1303环氧磨石密封剂（面涂层）

1302环氧磨石漆（中涂层）

1304聚氨酯柔性膜（可选柔性层）

基面

1301环氧磨石底漆（底涂层+玻纤布）

北京国际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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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快速固化 -- 可快速通行人行交通，从而加快
后续工作的进度；
施工简易 -- 无须耗大量的时间和人工进行水
泥基面找平层施工；
流动性能优异，可大大提高各种铺地材料的使
用寿命和装饰效果；
优良的抗压，抗拉强度，耐水耐碱性优异

适用范围

医院、食品厂、轻工业厂房设备制造
及各类轻工业生产区，商场、仓库、
地下车库、展厅、学校、电子、微电
子工业等 

WEDOFLOOR-14 水泥基自流平体系

产品描述

水泥自流平又叫水泥基自流平，是由特种水泥、精选骨料及多种添加剂组成，与水混合后形成一种流
动性强，高塑性的自流平地基材料。适用于混凝土地面的精找平及所有辅地材料，广泛应用于民间及商业
建筑。具有耐磨、耐用、经济、环保（无毒无味无污染）和良好的粘结性、平整、不空鼓的特点；具有优
良的流动性，能够自动精确找平地面，不增加标高，节省材料。

施工剖面

项目 技术指标

I型（商用型）

流动度,H
初始流动度，min

20min流动度，min

28d抗压强度Compressive resistance，MPa

28d抗折强度Folding strength，MPa

≥130

≥130

≥140

≥140

≥25

≥7

≥35

≥9

II型（工业高承载型）

涂层 材料型号 包装规格 单道用量（kg/m2） 单道厚度（mm）

底涂 WEDO-0801A水泥自流平界面剂 25KG 0.2 0.1-0.15

砂浆层 WEDO-0802水泥自流平砂浆 25KG 1.7 1.0-1.5

面漆层 WEDO-0801B水泥自流平面漆 20KG 0.1 0.05-0.1

保护层 WEDO-0803水泥自流平抛光蜡 5KG 0.1 0.05-0.1

基层处理

工艺名称 具体做法及要求 单道用量kg/m2

基层必须洁净、干燥、坚固（强度大于C20），无结构缺陷，使用研磨机对地面整

体打磨，对开裂，起壳，破损区域修补

涂布界面剂 使用WEDO-0801A水泥自流平界面剂，要求均匀无遗漏的涂布，且表面无积液。

水泥自流平施工

使用WEDO-0802水泥自流平砂浆

1.施工前先加水混合，于电动搅拌器拌合之情形下，将自流平水泥缓缓倒入适当容器

之净水中，持续搅拌至形成无颗粒之流态均匀混合物。拌合比例为：自流平水泥25公

斤加水6公升左右。

2.把混合物均匀地倒入施工区域，用锯齿型耙子布展均匀至所要求的厚度。必须在十

五分钟内完成。

3.在自流平初凝前穿上特制钉鞋走入自流平地面，用消泡滚筒滚扎地面，以排出混合

时带来的空气。

4.施工结束后24小时可进行各类地面材料的铺设或施做环氧地坪

施工面漆 使用WEDO-0801B水泥自流平面漆,对材料的毛细孔进行封闭，要求涂不均匀，无遗

漏，无堆积

/

0.2

0.1

保护层 待封闭剂干燥后使用WEDO-0803水泥自流平抛光蜡均匀涂布 0.1

8.5    

(5mm厚度)

0803水泥自流平抛光蜡

0801B水泥自流平面漆

0802水泥自流平砂浆

基面

0801A水泥自流平界面剂

施工工艺

技术指标

配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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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施工环境要求：应干燥地面，温度不应低于 10℃，地面相对湿度应保持在 90％以下；无雨雪，不要有过强的穿堂
风，以免造成局部过早干燥。若夏季炎热温度较高，宜选择夜间施工。
自流平地面对基层要求较高，基层不得有松散的混凝土、油脂、杂物，尘土吸净；地面上的地漏、地沟、分格缝
等要先用海绵条封住；原垫层所留分格缝需用与自流平砂浆同等材质进行封闭。
自流平施工前，要求界面剂表面要干燥，以便获得更好的连接性。施工时应注意保持通风；界面剂不耐冻，低温
状态下，储存和运输时应保温。
施工用水最好是洁净自来水，以免影响表面观感质量。
自流平地面必须连续施工，中间不得停歇；加水后使用时间为 20 ～ 30 分钟，超过后自流平砂浆将逐渐凝固，产
生强度而失去流动性。
在寒冷的情况下，要用温水（水温不超过 35℃）搅拌。

技术声明

我司可通过各产品的灵活搭配与组合，设计不同规格（厚度、效果等）的施工方案，以满足各类客户个性化要求，
为确保您的工程能够选用合适的地坪系统，请向我们专业技术顾问咨询，但在使用我司产品时请严格遵守该产品施工
工艺、用量要求和注意事项，否则我司不承担任何工程质量责任和损失。

施工条件

空气温度： 10℃–30℃
相对湿度： ≤ 90%
有油污的地面需彻底清理干净，否则可能会影响涂料均匀涂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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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耐酸、耐碱、耐腐蚀、耐磨、耐老化、舒适耐用，
全天候使用；
耐高温、耐低温、抗紫外线、绿色环保；
表底整体浇注，长久使用表面粒状不会脱落，保
持良好的比赛环境；
表面形成稳固摩擦层，运动员的跑鞋可以抓紧地
面，促进比赛成绩的提高；
能根据不同比赛、训练项目对运动场地的不同要
求，在铺设中可以调控跑到的软硬程度；
新颖的多彩跑道设计，改变比赛场地的单调形象

适用范围

适用于径赛跑道和田径跑道及休闲广场、
老年公寓、青少年活动中心、幼儿园、
家庭院阁等特殊环境铺装。

WEDOFLOOR-15 聚氨酯弹性运动地坪体系

产品描述

弹性 -- 塑胶跑道具备适当的弹性，能对运动员产生一个适当的反弹力，同进保护运动员关节及韧带，
减少受伤的危险。

防滑 -- 塑胶跑道特制的覆盖层，有保证其表面不滑，为运动员提供一个接触稳定的安全感觉，即便在
潮湿条件下和恶劣天气中也能保证运动员脚下踏实，起步、加速、跑动快速安全。

耐磨 -- 塑胶跑道卓越的耐磨性能，能保证结构长期稳定不变，并可适用 7mm 以下鞋钉的跑鞋。
稳定 -- 塑胶跑道具备优良的抗老化及耐盐雾、湿热、臭氧、紫外线功能，内在物理机械性能及外观结

构特征恒久不变，延长其最佳使用寿命。
实用性 -- 塑胶是全天候跑道，在具备适当排水系统时，大雨后或冲洗后也能立即用于训练、比赛和游

戏，且其使用性能不变。
维护简便 -- 塑胶跑道在其合理使用范围内无需特殊维护。但日常清洁、冲洗是必要的。

施工剖面

涂层

拉伸强度 ≥0.4Mpa 1.09 Mpa

断裂伸长率 ≥40% 71%

邵氏硬度 45-60度 56度

压缩复原率 ≥95% 99.0%

回弹值 ≥20% 34%

阻燃性 1级 1级

抗滑率 47BPN 20C 47BPN 20C

技术指标 检测结果

技术指标

基层处理

工艺名称 具体做法及要求

1.检查基础平整度，用3米直尺测量平整度，误差应在3mm以内，全场整体平整。场地排水坡度达

到要求。

底胶铺设
底层采用粒径3-4mm高弹性黑胶粒掺高强度单组份胶水，搅拌均匀到入摊铺机，铺设厚度为

10mm，固化保养24小时。

面胶摊铺 面层采用透气面层专用胶水掺入等量粒径1-2mmEPDM颗粒及适量稀释剂搅拌均匀，倒入喷涂

机，喷枪倾斜至60度进行同向喷涂，待喷涂完毕保养24小时，相反方向再喷涂一次。

划线 按照现行的田径场地设施标准准确测量出工艺线的位置，用专业聚氨酯白漆画线。

施工工艺

划线

弹性面层

弹性底层

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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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按照工艺要求测量出施工线的位置，放好施工线；
铺设时由场地一侧开始，按场地宽度一次性刮胶；
刮胶时速度均匀，及时对露底，凹陷，凸起进行补胶或刮平；
成胶后及时对全场进行检查，以保证面胶铺设的厚度；
施工时铺胶面前要先掌握天气情况，并要做好突降阵雨的准备。铺胶时间要避开早晨大气中和地面湿度较大的时候。
防止胶面铺筑后局部发生起泡脱壳

技术声明

我司可通过各产品的灵活搭配与组合，设计不同规格（厚度、效果等）的施工方案，以满足各类客户个性化要求，
为确保您的工程能够选用合适的地坪系统，请向我们专业技术顾问咨询，但在使用我司产品时请严格遵守该产品施工
工艺、用量要求和注意事项，否则我司不承担任何工程质量责任和损失。

施工条件

空气温度：5℃–30℃
相对湿度：20%-85%
基材表面含水率： ≤ 8%
施工场所应有良好的通风
露点温度：基材及未固化涂层基材必须比露点温度
高 3℃以上，以降低地面涂层出现冷凝或发花的风险
有油污的地面需彻底清理干净，否则可能会影响涂
料均匀涂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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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色彩鲜艳，优异的耐黄变和耐老化性能；
耐太阳紫外线光照，耐候性好；
附着力强，防滑，耐冲击；
机械强度高，优良的耐磨性能；
优良的耐化学品性能。

适用范围

适用于室外篮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和屋
面露天停车场等。

WEDOFLOOR-16 耐候型丙烯酸聚氨酯体系

产品描述

该产品是一种溶剂型双组份聚氨酯丙烯酸地坪漆材料，由丙烯酸树脂、耐候颜料、进口助剂等组成，
具有较好的保光、保色性，施工简便，耐紫外线光照射不易分解或变黄，本品适用于各种室外球场，体育
场看台等。

施工剖面

干燥时间

硬度

表干，h

实干，h

铅笔硬度（擦伤）

750g/500r

168h

8

48

0.50

商定

0.030

不起泡，不剥落，允许轻微变色

耐磨性

耐水性

性能 检测结果技术指标（GB/T22374-2018）

符合

符合

2H

0.023

重载 1000g钢球，高100cm，涂膜无裂纹，无剥落耐冲击性 符合

干摩擦系数防滑性 0.58

符合

耐油性（120#溶剂汽油，72h）

耐碱性（20%NaOH,72h）

耐酸性（10%H2SO4,48h）

耐化学性 符合不起泡，不剥落，允许轻微变色

底涂层

基层处理

中涂砂浆层

0.15

/

0.3

工艺名称 具体做法及要求 单道用量(kg/m2)

1.使用WEDO-0101/WEDO-0102聚氨酯地坪漆：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

按比例添加石英砂（一般为80-120目），油漆：石英砂=1：0.2-1；

2.用批刀整体满刮，可视情况施工道数；

3.待固化后，打磨除尘

1.使用WEDO-0101单组分聚氨酯底漆：用滚筒均匀滚涂

2.门边、墙角、机角处使用毛刷刷涂

腻子层

面涂层

0.1

0.15
1.使用WEDO-0703丙烯酸聚氨酯面漆：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

2.用滚筒蘸取面漆均匀滚涂，要求涂层均匀，无漏涂。

罩光层 0.1-0.15使用WEDO-0703Q丙烯酸清漆：混合搅拌均匀后用滚筒蘸取均匀滚涂

1.使用WEDO-0703丙烯酸聚氨酯面漆：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按要求比例添

加适量填料（石英粉、滑石粉等）油漆：粉料=1：0.1-0.5，搅拌均匀；

2.用批刀均匀批刮，重点填补砂眼和气孔坑洞等缺陷，可视情况施工道数。

3.待固化后，全面打磨除尘。

1.基面强度：强度不小于C20，

2.基面平整度：要求2m靠尺测量≤5mm

3.基面干燥程度：基材表面含水率小于8%

4.提前对地面空鼓、裂缝处修补

5.对混凝土基材全面打磨

施工工艺

砂浆层

WEDO-0101单组分聚氨酯底漆 15KG 单组分使用 0.15底涂

WEDO-0101/WEDO-0102聚氨酯地坪漆 15KG/20KG 3:4

涂层 材料型号 包装规格 配比 单道用量(kg/m2) 单道厚度(mm)

0.08

0.240.3

面漆

WEDO-0703丙烯酸聚氨酯面漆 15KG/15KG 2:1 0.1腻子层

WEDO-0703丙烯酸聚氨酯面漆 15KG/15KG 2:1

0.07

0.120.15

罩光层 WEDO-0703Q丙烯酸清漆 15KG/15KG 2:1 0.07-0.090.1-0.15

技术指标

配套说明

丙烯酸聚氨酯清漆（可选层）

0703丙烯酸聚氨酯面漆（面层）

0703丙烯酸聚氨酯面漆（腻子层）

0101单组分聚氨酯底漆（底层）

基面

0102聚氨酯中涂（砂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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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施工环境温度 0-35℃，夏季户外施工需要注意避免高温雨淋；
起砂起灰严重地面，底漆用量会有所增加，建议用底漆充分渗透加固至混凝土整体颜色均匀无发白为止，避免地
坪起壳，空鼓；
滚涂面漆时须保证整体用量均匀，不得出现流淌或堆料现象，否则会出现发花问题；
色漆施工后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罩光，否则会影响罩光层附着力；
含有红颜料的面漆不适合罩光；

技术声明

我司可通过各产品的灵活搭配与组合，设计不同规格（厚度、效果等）的施工方案，以满足各类客户个性化要求，
为确保您的工程能够选用合适的地坪系统，请向我们专业技术顾问咨询，但在使用我司产品时请严格遵守该产品施工
工艺、用量要求和注意事项，否则我司不承担任何工程质量责任和损失。 

施工条件

空气温度 0℃–35℃
相对湿度  ＜ 80%
基材表面含水率 ＜ 8%
施工场所应有良好的通风
露点温度：基材及未固化涂层基材必须
比露点温度高 3℃以上
以降低地面涂层出现冷凝或发花的风险 
有油污的地面需彻底清理干净，否则可
能会影响涂料均匀涂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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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树脂砂浆与纤维布结合；
优异的机械特性、耐热性、韧性及耐疲劳特性；
耐强酸、强碱等多种有机和无机化学介质；
可立面滚涂也可平面施工

适用范围

适用于要求防强酸、强碱、盐等化学溶
剂腐蚀的水泥，混凝土地面及排水沟、
碱水池的面层或砂浆面层，以及冶金、
化工、医药等场所。

WEDOFLOOR-17 防腐Ⅰ类体系

注意事项

该产品表面为半光效果；
干燥速度极快，约 20min，须注意把控施工时间；
该产品脆性较大，不宜有重物冲击；
施工场所应有良好的通风，所有设备应为防爆设备；
施工人员应有良好的防护措施，如本品沾到皮肤、眼睛等请立即用清水清洗；
不同批次材料存在一定色差，同一区域施工时需使用相同批次材料，同一项目多次下单时须注明按样调色

产品描述

防腐Ⅰ类为乙烯基重防腐涂装系统，对酸及其它大多数化学腐蚀介质的抵抗性能优异 , 具有优良的机
械性能和施工性能 ,足够的平整度和装饰性，适用于对防腐性能有苛刻要求的场所。

技术声明

我司可通过各产品的灵活搭配与组合，设计不同规格（厚度、效果等）的施工方案，以满足各类客户个性化要求，
为确保您的工程能够选用合适的地坪系统，请向我们专业技术顾问咨询，但在使用我司产品时请严格遵守该产品施工
工艺、用量要求和注意事项，否则我司不承担任何工程质量责任和损失。

施工剖面

施工条件

空气温度 5℃–30℃
相对湿度≤ 80%
基材表面含水率＜ 8%
露点温度：基材及未固化涂层基材必须比露点温度高 3℃以上，以降低地面涂层出现冷凝或发花的风险 

抗压强度 MPa

重载

45

1000g钢球，高100cm，涂膜无裂纹，无剥落耐冲击性

性能 检测结果技术指标

76

符合

符合不起泡，不剥落，允许轻微v变色

耐20%硝酸

耐10%氢氟酸

耐75%硫酸

耐75%醋酸

耐25%氢氧化钠

耐30%双氧水

耐120#汽油

耐化学性

750g/500r耐磨性 0.030 0.023

面漆层

WEDO-0501乙烯基酯底漆 20KG 100:0.6-3 0.30-0.4底涂（贴布）

WEDO-0503乙烯基酯面漆 20KG 100:0.6-3

涂层 材料型号 包装规格 配比 单道用量(kg/m2) 单道厚度(mm)

0.3-0.4

0.3-10.3-1.0

0503乙烯基酯面涂（面层）

0501乙烯基酯底漆（底漆贴补）

0501乙烯基酯底漆（底漆贴布）

基面

0501乙烯基酯底漆（底层）

底涂层

基层处理

面涂层

0.3-0.4

/

0.3-1

工艺名称 具体做法及要求 单道用量(kg/m2)

1、使用WEDO-0503：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

2、用镘刀均匀镘刮或用滚筒滚涂

1、使用WEDO-0501：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均匀刮涂；

2、底漆施工后，铺设玻纤布，要求铺设均匀无凸起；

3、视厚度需要增加玻纤布层数

1、基面强度：强度不小于C20，

2、基面平整度：要求2m靠尺测量≤5mm

3、基面干燥程度：基材表面含水率小于8%

4、提前对地面空鼓、裂缝处修补

5、对混凝土基材全面打磨

技术指标

配套说明

施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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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树脂砂浆与纤维布结合；
环氧体系，颜色较乙烯基体系丰富；
耐强酸、强碱等多种有机和无机化学介质，最
高可耐 98% 浓硫酸；
耐磨、耐冲击、高载荷

适用范围

需要防强酸、强碱、盐等化学溶剂腐蚀
面层的保护。比如微电子、仪器、试剂
等行业普通厂房及实验室。

WEDOFLOOR-17 防腐Ⅱ类体系

注意事项

施工场所应有良好的通风，所有设备应为防爆设备；
严格控制空气湿度小于 80%，相对湿度过高时，水易和环氧面漆固化剂发生反应，造成失光、浮色、发白发花、
干燥不彻底等弊病；
施工人员应有良好的防护措施，如本品沾到皮肤、眼睛等请立即用清水清洗；
漆膜未完全固化时，不得被强酸或强碱等腐蚀性介质浸泡；
不同批次材料存在一定色差，同一区域施工时需使用相同批次材料，同一项目多次下单时须注明按样调色

产品描述

防腐Ⅱ类为环氧体系涂装系统，防腐蚀环氧树脂主剂及固化剂双组份材料混合后，经过一定时间固化
后而形成平整光滑、美观亮丽的环氧地坪。具有防尘、耐磨、耐冲击、防化学溶剂及酸碱、油污腐蚀等性能。

技术声明

我司可通过各产品的灵活搭配与组合，设计不同规格（厚度、效果等）的施工方案，以满足各类客户个性化要求，
为确保您的工程能够选用合适的地坪系统，请向我们专业技术顾问咨询，但在使用我司产品时请严格遵守该产品施工
工艺、用量要求和注意事项，否则我司不承担任何工程质量责任和损失。

施工剖面

施工条件

空气温度 5℃–30℃
相对湿度 ≤ 80%
基材表面含水率＜ 8%
具体细节请参考施工方案。

抗压强度 MPa

重载

45

1000g钢球，高100cm，涂膜无裂纹，无剥落耐冲击性

性能 检测结果技术指标

80

符合

符合不起泡，不剥落，允许轻微变色

耐20%硝酸

耐10%氢氟酸

耐80%浓硫酸

耐75%醋酸

耐50%氢氧化钠

耐30%双氧水

耐120#汽油

耐化学性

750g/500r耐磨性 0.030 0.023

砂浆层

WEDO-0301无溶剂环氧双组分底漆 20KG/10KG 2:1 0.3底涂

WEDO-0302无溶剂环氧中涂 25KG/5KG 5:1

涂层 材料型号 包装规格 配比 单道用量(kg/m2) 单道厚度(mm)

0.3

0.80.5

WEDO-4313无溶剂防腐自流平面漆 20KG/5KG 4:1 1.2面漆1（腻子层）

面漆2（腻子层）

面漆3（腻子层）

WEDO-4323无溶剂重防腐自流平面漆 24KG/8KG 3:1

0.95

0.951.2

WEDO-4315无溶剂防腐面漆 20KG/5KG 4:1 0.35

WEDO-4325无溶剂重防腐面漆 24KG/8KG 3:1

0.3

0.30.35面漆4（腻子层）

4313无溶剂防腐自流平面漆（面层）

4313无溶剂防腐自流平面漆（腻子层）

0302无溶剂环氧中涂（砂浆层）

基面

0301无溶剂环氧双组份底漆（底层）

底涂层

基层处理

中涂砂浆层

（可贴布）

0.3

/

0.5

工艺名称 具体做法及要求 单道用量(kg/m2)

1、使用WEDO-0302：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按建议比例添加石英砂

（一般为80-120目），油漆：石英砂=1：0.2-1，搅拌均匀；

2、用批刀整体满刮，可视情况施工道数；

3、待固化后，打磨除尘

腻子层 0.1

1、使用相应面漆：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后按建议比例添加适量填料

（石英粉、滑石粉等），油漆：粉料=1：0.1-0.5，搅拌均匀；

2、用批刀均匀批刮，重点填补砂眼和气孔坑洞等缺陷，可视情况施工道数。

待固化后，全面打磨除尘。

面涂层

WEDO-4313：1.2

WEDO-4323：1.2

WEDO-4315：0.35

WEDO-4325：0.35滚涂：相应面漆搅拌均匀后，用滚筒滚涂

1、使用WEDO-0301：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

2、用滚筒均匀滚涂

3、门边、墙角、机角处使用毛刷刷涂

1、基面强度：强度不小于C20

2、基面平整度：要求2m靠尺测量≤5mm

3、基面干燥程度：基材表面含水率小于8%

4、提前对地面空鼓、裂缝处修补

5、对混凝土基材全面打磨

施工工艺

技术指标

配套说明

镘凃：用镘刀均匀镘涂，要求涂层均匀，无漏镘，镘涂结束最好用消泡滚筒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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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划线 1- 半小时表干，需要滚涂 2 遍，干
燥后需要罩光才能具有优异的耐磨性，
光泽 40-70；
划线 2- 环氧划线漆，表干时间 4 小时，
滚涂 2遍，附着力优异，光泽约 80-90；
划线3-丙烯酸聚氨酯，表干时间15分钟，
滚涂 1遍，干燥速度快，光泽 65-75

适用范围

划线 1- 主要用在环氧，聚氨酯等有机地
坪上划线，不适合在光滑耐磨固化等地
坪上使用；
划线 2- 可在各种地坪上划线，是无机混
凝土地面（耐磨固化等）划线首选材料；
划线 3- 主要用在环氧，聚氨酯等有机地
坪上划线，在拉毛橘纹或其他抛砂地坪
上不易毛边。

WEDOFLOOR-18 划线漆体系

注意事项

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划线漆，避免因划线漆选择不当造成返工问题；
面层完成后应及时划线，避免表面污染造成划线漆附着力差等问题；
划线时，美纹纸需粘贴牢固，不得松动或虚边；
所有划线漆使用时，均需严格按照配比配制材料，配比不准确会造成线条干燥不彻底，粘脚不易清洁，甚至线条
黄变问题；
在耐磨，固化，水泥自流平等无机地坪上划线时，只能选择划线漆 2；
在橘纹拉毛或抛砂地面划线时，只能选择划线漆 3；

产品描述

采用 A、B 组分涂料充分混合后经化学交联反应形成网状结构大分子，有别于传统单组份涂料通过物理
干燥而成膜，因而具有常规涂料无法比拟的高强度、高耐磨性、高韧性，是新一代地坪标线涂料。

技术声明

我司可通过各产品的灵活搭配与组合，设计不同规格（厚度、效果等）的施工方案，以满足各类客户个性化要求，
为确保您的工程能够选用合适的地坪系统，请向我们专业技术顾问咨询，但在使用我司产品时请严格遵守该产品施工
工艺、用量要求和注意事项，否则我司不承担任何工程质量责任和损失。

施工条件

空气温度 5℃–30℃
相对湿度≤ 80%
施工场所应有良好的通风；
露点温度：基材及未固化涂层基材必须比露点温度高 3℃以上，以降低地面涂层出现冷凝或发花的风险 
有油污的地面需彻底清理干净，否则可能会影响涂料均匀涂布。

涂层 材料型号 包装规格 配比 施工厚度（mm）材料用量（kg/m2）

WEDO-0101/WEDO-0102聚氨酯环氧地坪漆划线漆1 15KG/20KG 0.3（色漆2遍+1遍罩光） 0.2

0.2

0.30.35（滚涂2遍）

0.25（滚涂1遍）

3:4

4:1

4:1

24KG/6KG

20KG/5KG

划线漆2

划线漆3

WEDO-2203高固含通用高光面漆

WEDO-H2203丙烯酸聚氨酯快干划线漆 划线漆1 划线漆2 划线漆3

图案线条放样贴美纹纸

基层处理

施工划线漆

/

/

0.25/0.35

工艺名称 具体做法及要求 单道用量(kg/m2)

1、确认各区域所需颜色，按要求施工

2、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划线漆，均匀刷涂，不得漏涂；

3、待漆面表面干燥即可除去美纹纸，防止面漆渗透虚边

1.根据图纸的形状，用色笔标示出放样线条，反复校正，确保不走样

2.放样时注意参照点，保证放样的准确，同时用色笔标示出放样线条

3、美纹纸按图形贴牢，防止毛边

1、确保面漆完全干燥；

2、地面无污染，保持洁净

施工工艺

技术指标



施工条件

空气温度：10℃–30℃
相对湿度：重庆万国半导体 20%-80%
基材表面含水率： ≤ 10%
施工场所应有良好的通风；
露点温度：基材及未固化涂层基材必须比露点温度高 3℃以上，以降低地面涂层出现冷凝或发花的风险；

62 63

产品特性

以水为分散介质，绿色环保；
具有透气功能，可于潮湿基面施工；
施工方便、干燥快、施工效率高；
涂层外观平整光洁，装饰性好；
环氧材质，无毒涂层

产品特性

广泛应用于别墅、酒店、医院、学校、
写字楼和家居的内墙装饰和保护。

WEDOFLOOR-19 水性环氧墙面体系

注意事项

水性材料施工和干燥过程中墙面不得有明水或结露；
施工环境：温度 10-30℃，湿度 20%-80%，湿度过高可能会造成水分挥发变慢，漆膜强度下降甚至水泡发花以及出
现流痕等问题，梅雨季节或者回南天一定要慎重施工；
水性产品搅拌时间不得少于 3分钟，搅拌后加水量最多不超过 10%；
喷涂施工时要注意穿戴防护用品，滴落在身上可能会出现皮肤过敏症状，需及时清洗；
不同批次材料存在一定色差，同一区域施工时需使用相同批次材料，同一项目多次下单时须注明按样调色

产品描述

随着人们对环保要求日益增大，我司为适应市场开发出一款高档环保水性漆。该产品不含甲醛、三苯
等有害有机溶剂，安全环保，无毒无味。本产品具有漆膜丰满、抗冲击、耐磨、抗老化等特点。

技术声明

我司可通过各产品的灵活搭配与组合，设计不同规格（厚度、效果等）的施工方案，以满足各类客户个性化要求，
为确保您的工程能够选用合适的地坪系统，请向我们专业技术顾问咨询，但在使用我司产品时请严格遵守该产品施工
工艺、用量要求和注意事项，否则我司不承担任何工程质量责任和损失。

施工剖面

干燥时间

硬度

表干，h

实干，h

铅笔硬度（擦伤）

750g/500r

168h

8

48

商定

0.05

不起泡，不剥落，允许轻微变色

耐磨性

耐水性

性能 检测结果技术指标（GB/T22374-2018）

3

24

3H

0.03

符合

耐油性（120#溶剂汽油，72h）
耐碱性（20%NaOH,72h）
耐酸性（10%H2SO4,48h）

耐化学性 符合不起泡，不剥落，允许轻微变色

面漆

WEDO-5601水性环氧墙面底漆 20KG/5KG 4:1 0.15底涂

WEDO-5603水性环氧哑光墙面漆 20KG/4KG 5:1

涂层 材料型号 包装规格 配比 单道用量(kg/m2) 单道厚度(mm)

0.09

0.150.2（施工2遍）

5603水性环氧哑光墙面漆（面层）

5601水性环氧墙面底漆（底层）

基面

底涂层

基层处理

面涂层

0.15

/

0.2

工艺名称 具体做法及要求 单道用量(kg/m2)

1、使用WEDO-5603水性环氧哑光墙面漆：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充分

乳化；

2、要求滚涂均匀，不得漏涂，施工2遍，也可喷涂施工。

1、使用WEDO-5601水性环氧墙面底漆：搅拌时间不得少于3分钟，搅拌均匀，充分乳化；

2、用滚筒均匀滚涂或喷涂施工；

1、新墙：彻底清除表面灰尘、油渍和松散泥灰等，如果有孔隙及时修补，确保墙面清

洁干燥和平整。

2、重涂墙：建议彻底铲除原有漆膜和腻子层，清除表面灰尘等，批平打磨，清洁并彻

底干燥，避免旧墙面遗留问题(如气味、霉斑等)影响施工效果。

*涂装前，应先对基层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涂装施工

施工工艺

技术指标

配套说明



施工条件

空气温度 5℃–30℃
相对湿度  ＜ 80%
基材表面含水率 ＜ 10%
施工场所应有良好的通风；
露点温度：基材及未固化涂层基材必须比露点温度高 3℃以上，以降低地面涂层出现冷凝或发花的风险；
有油污的地面需彻底清理干净，否则可能会影响涂料均匀涂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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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稳定的导静电性能；
表面平整光洁，易于保洁；
耐磨性好，寿命持久；
无导电颗粒外漏，及其适用于防尘洁净区域；
可满足静电耗散性能要求

产品特性

适用于需防静电的建筑物内部混凝土表
面，如企业配电房、机房等需要消除静
电的地面或墙面区域。

WEDOFLOOR-20 水性环氧防静电体系

注意事项

面漆施工环境：温度 5-30℃，空气相对湿度小于 80%，湿度过高可能会影响导电层强度和导电性能，造成面漆发
花浮色等问题；
导电层施工前必须用环氧材料修复找平处理，完全封闭基面；
每做一道导电层都需要测试电阻值，导电底层电阻值小于于 1×104 Ω；
不同批次材料存在一定色差，同一区域施工时需使用相同批次材料，同一项目多次下单时须注明按样调色

产品描述

该体系不仅具有普通环氧地坪的防尘洁净、耐压抗磨的特点，而且能够有效地防止静电的集聚，并具
有水性产品无气味、环保的特点。通过添加导电聚合物，能够将生产作业中产生的静电和外来物体带来的
静电传导耗散保护电器。性能持久。

技术声明

我司可通过各产品的灵活搭配与组合，设计不同规格（厚度、效果等）的施工方案，以满足各类客户个性化要求，
为确保您的工程能够选用合适的地坪系统，请向我们专业技术顾问咨询，但在使用我司产品时请严格遵守该产品施工
工艺、用量要求和注意事项，否则我司不承担任何工程质量责任和损失。

施工剖面

性能 检测结果技术指标（GB/T22374-2018）

涂层 材料型号 包装规格 配比 单道用量(kg/m2) 单道厚度(mm)

施工工艺

技术指标

配套说明

干燥时间
表干，h ≤ 8 符合

实干，h ≤ 48 符合

硬度 铅笔硬度 商定 3H

耐磨性 750g/500r ≤ 0.050 0.03

耐冲击性 重载 1000g 钢球，高 100cm，涂膜无裂纹，无剥落 符合

体积电阻 Ω 5×104—1×109 符合

底涂 WEDO-0601 水性环氧透明底漆 20KG/5KG 4:1 0.15 0.09

砂浆层 WEDO-0602 水性环氧中涂 20KG/5KG 4:1 0.3 0.3

滚涂导电层 WEDO-0402 水性导电底漆 20KG/4KG 5:1 0.15 0.08

面漆 WEDO-P0604 水性环氧防静电面漆 20KG/4KG 5:1 0.30 0.25

基层处理

1、基面强度：强度不小于 C20，
2、基面平整度：要求 2m 靠尺测量≤ 5mm
3、基面干燥程度：基材表面含水率小于 8%
4、提前对地面空鼓、裂缝处修补
5、对混凝土基材全面打磨

/

环氧层（底涂）
1、使用 WEDO-0601：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
2、用滚筒均匀滚涂
3、门边、墙角、机角处使用毛刷刷涂

0.15

砂浆层（中涂）

1、使用 WEDO-0602 水性环氧中涂：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时间不
得少于 3分钟，充分乳化后按建议比例添加石英砂（一般为 80-120 目），
油漆：石英砂 =1：0.2-1，用批刀整体批刮，可视情况施工道数；
2、待固化后，打磨除尘，无刀痕

0.3

滚涂导电层

1、使用 WEDO-0402：主漆和固化剂按比例混合，搅拌均匀，可后补水稀释，
加水量最多不超过 10%；
2、滚涂，保证导电层无漏涂
3、干燥后用细砂纸打磨掉滚筒毛和其他颗粒

0.15

面漆层
使用 P0604 面漆
因面漆腻子层会增加电阻值，导电型产品不建议施工面漆腻子层，直接在导
电层上滚涂面漆

0.3

工艺名称 具体做法及要求 单道用量 kg/m2

基面

P0604水性环氧防静电面漆（面层）

0402 水性导电底漆 （导电底层）

0602 水性环氧中涂（砂浆层）

0601 水性环氧透明底漆（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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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涂装体系设计选择
WEDOFLOOR-01 聚氨酯环氧地坪漆体系
WEDOFLOOR-02 高固含通用体系
WEDOFLOOR-03 拉毛防滑系体系
WEDOFLOOR-04 无溶剂环氧自流平体系
WEDOFLOOR-05 防腐蚀防静电体系
WEDOFLOOR-05 无溶剂防静电体系
WEDOFLOOR-06 水性聚氨酯体系
WEDOFLOOR-07 水性环氧体系
WEDOFLOOR-08 无溶剂聚氨酯自流平体系
WEDOFLOOR-09 金属、非金属耐磨硬化剂地坪体系
WEDOFLOOR-10 单组分水性渗透密封剂
WEDOFLOOR-11 环氧树脂彩砂体系
WEDOFLOOR-11 无溶剂环氧彩砂自流平体系
WEDOFLOOR-12 微珠防滑体系
WEDOFLOOR-13 磨石Ⅰ类 (厚 )体系
WEDOFLOOR-13 磨石Ⅱ类 (薄 )体系
WEDOFLOOR-14 水泥基自流平地坪体系
WEDOFLOOR-15 聚氨酯弹性运动地坪体系
WEDOFLOOR-16 耐候性丙烯酸聚氨酯体系
WEDOFLOOR-17 防腐Ⅰ类体系
WEDOFLOOR-17 防腐Ⅱ类体系
WEDOFLOOR-18 划线漆体系
WEDOFLOOR-19 水性环氧墙面体系
WEDOFLOOR-20 水性环氧防静电体系

停车场地坪涂装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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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OFLOOR-01
聚氨酯环氧地

坪漆体系

WEDOFLOOR-02
高固含通用体

系

WEDOFLOOR-03
拉毛防滑系体

系

WEDOFLOOR-04
无溶剂环氧自

流平体系

WEDOFLOOR-05
无溶剂防静电

体系

WEDOFLOOR-05
防腐蚀防静电

体系

WEDOFLOOR-06
水性聚氨酯体

系

WEDOFLOOR-07
水性环氧体系

WEDOFLOOR-08
无溶剂聚氨酯
自流平体系

WEDOFLOOR-09
金属、非金属
耐磨硬化剂地

坪体系

WEDOFLOOR-10
单组分水性渗

透密封剂

WEDOFLOOR-11
环氧树脂彩砂

体系

航空航天 √ √ √ √ √

电子电器 √ √ √ √ √ √ √

医疗卫生 √ √ √ √ √ √ √ √ √ √

烟草工业 √ √ √ √ √ √

汽车制造 √ √ √ √ √ √ √ √

机械加工 √ √ √ √ √ √ √ √ √

食品加工 √ √ √ √ √

造纸印刷 √ √

纺织服饰 √ √ √ √ √ √ √

商业办公 √ √ √ √ √ √

室外球场

地下车库 √ √ √ √ √ √ √ √ √

学校教育 √ √ √ √ √

超市仓储 √ √ √ √ √ √

WEDOFLOOR-11
无溶剂环氧彩
砂自流平体系

WEDOFLOOR-12
微珠防滑体系

WEDOFLOOR-13
磨石体系

WEDOFLOOR-14
水泥基自流平

地坪体系

WEDOFLOOR-15
聚氨酯弹性运
动地坪体系

WEDOFLOOR-16
耐候性丙烯酸
聚氨酯体系

WEDOFLOOR-17
防腐Ⅰ类体系

WEDOFLOOR-17
防腐Ⅱ类体系

WEDOFLOOR-18
划线漆体系

WEDOFLOOR-19
水性环氧墙面

体系

WEDOFLOOR-20
水性环氧防静

电体系

航空航天 √ √ √

电子电器 √ √ √ √ √

医疗卫生 √ √ √ √ √ √ √ √

烟草工业 √ √ √ √

汽车制造 √ √ √ √ √

机械加工 √ √ √ √

食品加工 √ √ √ √ √

造纸印刷 √ √

纺织服饰 √ √ √ √

商业办公 √ √ √ √ √

室外球场 √ √

地下车库 √ √ √ √ √ √

学校教育 √ √ √ √ √ √ √

超市仓储 √ √ √ √

应用
领域

产品
体系

应用
领域

产品
体系

投资计划：根据建筑物地面设计使用的年限选择，避免重复建设。

使用表面效果：如平整度、亮度、色泽等。

使用性能：根据建筑物地面设计使用时，满足对生产环境的要求及特殊性能的要求选择。如

承重要求、防尘级别、防静电要求、防腐要求、耐候性等。

使用安全性：如水、油渍及坡道等生产和使用环境中，需选择防滑地坪。

经济性：在满足表面效果、使用性能、安全性等要求的情况下，选择合理造价地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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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色与实样纯在差异，具体以公司实物为准

WEDO-01

WEDO-02

WEDO-03

WEDO-06

WEDO-07

WEDO-08

WEDO-04

WEDO-05

WEDO-09

WEDO-10

WEDO-11

WEDO-12

WEDO-13

WEDO-14

WEDO-15

* 印刷色与实样纯在差异，具体以公司实物为准

WEDO-16

WEDO-17

WEDO-18

WEDO-24

WEDO-21

WEDO-22

WEDO-23

WEDO-19

WEDO-20

WEDO-26

WEDO-27

WEDO-28

WEDO-29

WEDO-25 WEDO-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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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维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达秀路151号1幢3层301室

91310115672745777H 曹一兵

3268.0000万人民币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D231549895 至2026年04月14日

2021年04月15日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
包二级

项项目目投投标标、、承承接接项项目目等等经经营营活活动动

使使用用期期限限    22002211--0044--2277至至22002211--0077--2277

2021年04月27日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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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证书 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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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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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环氧特悦石创意艺术地坪 案例 -环氧特悦石创意艺术地坪

长沙公司大堂 上海总部

上海中心大厦 成都新世纪妇儿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遵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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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环氧特悦石创意艺术地坪 案例 -环氧特悦石创意艺术地坪

北京风华影视中心 深圳翠林大厦地下车库

上海科技馆 郑州档案馆

南京青奥中心 上海 HWCD 酒吧



合作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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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维 度 化 工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Shanghai Wedo Chemical Co.,Ltd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达秀路 151 号芈展服务园 B 幢 5 楼
电话：021-58389991
传真：021-58389995
全国服务热线：400-089-4866

* 本书所有内容、商标、版权等受到保护。任何机构或者个人未经过我司允许，均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
其他用途。本书为一般信息出版物，不得作为任何技术附件，公司保留随时更改本刊物的权利。

维 度 创 唯 美 生 活
W e d o  C r e a t e s  a  b e a u t i f u l  l i f 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