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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313 
柔性水泥基粘结剂 
合符 JC/T 547 C1TE 指标的瓷砖粘结剂 

 
 

产品说明 

奧迪美 TA313 柔性水泥基粘结剂 是一种高质量聚合

物改性水泥基粘结剂，有灰色或白色可供选择，用于

固定室内和室外瓷砖。 

奧迪美 TA313 柔性水泥基粘结剂 是一种易于搅拌和

使用的粘结剂，具有良好的有效时间和可工作时间，

可以轻松定位和调整各种地板砖和墙砖的安装位置，

它能表现良好的全方位粘结性能，并具有一定程度的

柔韧性以确保长久耐用。 

如需要加强抗泛碱性能，可选择奥迪美 TA313S。

一般用途 

 一般通用室内室外瓷砖铺贴 

 非常适合使用组装合成法的建筑和施工 

主要优点 

 可使用薄贴法或背涂法施工 

 质量稳定 

 简单易用 

 触变性及更长可工作时间 

 轻度柔韧 

 具备灰色或白色选择 

 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合符香港环保署规例 

 本地生产－有助提升绿建环评评分 

 浆体密度低－约 1600 kg/m3 



 

 

技术数据 

搅拌 

用水量 (每包) 6.0 – 6.5 L / 每包 25 公斤 

搅拌方法 
附有合适搅拌叶的低速电动搅拌器 

(约 500 rpm) 

搅拌时间 
搅拌约 5 分钟，直至均匀没有块状为

止。静置 5 分钟，使用前略搅拌 

有效时间 1) 2) 

@ 22°C 约 90 分钟 

@ 30°C 约 60 分钟 

@ 38°C 约 30 分钟 

测试资料 1) 

产品特性 JC/T 547-2017 C1TE 級规范 奥迪美 TA313 

拉伸粘结原强度 (MPa) ≥ 0.5 合格 

浸水后的拉伸粘结强度 (MPa) ≥ 0.5 合格 

热老化后的拉伸粘结强度 (MPa) ≥ 0.5 合格 

冻融循环后的拉伸粘结强度 (MPa) ≥ 0.5 合格 

晾置时间 30 分钟拉伸粘结强度 (MPa) ≥ 0.5 合格 

滑移 (mm) ≤ 0.5 合格 

环保资料 

包装及产生量 3) 

浆体密度 (kg/m3) 1600 

覆盖用量 (kg/mm/m2) 1.27 

产生量 
19.7 L 

(或~4.0m2 @ 5mm 厚) 

包装规格 (每包) 25 kg 

保质期 12 个月 

注: 

1) 以上为典型的实验室条件下测试数据，实际性能可能会因应现场施工环境和基底情况不同而略有差异。 

2) 实验室参数及/或测试方法。 

3) 大约数值不包括任何材料损耗。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GB18583-2008) 
合格 

绿建环评 产品在大湾区主要城市方圆800公里内生产 

包装成份 纸袋含40%循环再造纸 



 

 

使用说明 

(详情请参阅施工方案) 

表面处理 

施工前应先清洁基面，去除所有灰尘、油渍

及其它污垢物。新混凝土应至少养护4周；新

砌块墙壁、水泥抹灰、地台砂浆应至少养护 7

天，或待收缩完成为止。旧混凝土在铺贴瓷

砖前应将松动的抹灰或涂料彻底清除。 

在使用组装合成法和其他工厂控制的环境中， 

可在混凝土完成 24 小时后涂抹  奥迪美

TA313 ，但应先进行试验加以确认。在开始

铺贴瓷砖之前，须先待基底于正确位置完成

收缩和固定。 

搅拌 

将每包 奥迪美 TA313 干粉料加入大约 6.0 – 

6.5 公升清水。用附有合适搅拌叶的低速电钻

进行机械搅拌。将粉料加入水中，然后开始

搅拌约5分钟，或直至均匀且没有块状为止。

待浆料静置5分钟后，再略搅拌后即可使用。 

施工 

薄贴法 

用刮板或钢灰匙将粘结剂平滑涂抹在墙壁或

地面上，然后用 6mm 锯齿灰匙平整地刮粘结

剂，并梳出锯齿状，条纹应饱满及不得有断

裂。当粘结剂仍然湿润时，以轻微的扭转动

作将瓷砖牢固地压入到位，并确保良好粘结。 

背涂法 

对于大型或不平整如有坑纹的瓷砖，使用刮

板或钢灰匙平滑地涂抹 2mm 厚的粘结剂在瓷

砖背面。涂抹另一层粘结剂在基底上并使用

6mm 或 10mm 锯齿灰匙梳出锯齿状，条纹

应饱满及不得有断裂。 

对于表面不平整的粗糙天然石，涂层应加厚

以配合瓷砖和基底的形状和线条。在这种情

况下，在瓷砖的背面涂上额外的粘结剂并使

用 10mm 锯齿灰匙梳理将有助粘结。铺上砖

块，用力揉压并确保良好粘结。可使用橡胶

锤固定砖块，但应避免破坏或移动邻近砖块。

可考虑使用软木片承托。 

瓷砖调整 

瓷砖粘结剂未干前是可以调整瓷砖位置的。

注意粘结剂涂抹上表面后的可工作时间是比

存放在桶内的有效时间短很多的。小心确保

粘结剂还未干固凝结前需完成瓷砖安装和位

置调整。 

清洁及养护 

确保瓷砖在粘结剂凝固硬化时有足够支撑。

粘结剂干透前应避免触碰、移动瓷砖，直到

增长到足够强度再施工。根据瓷砖的不同，

通常最好在瓷砖上的粘结剂还湿的时候清理

掉多余的粘结剂。这可以用少量的水和海绵

完成。但注意不要把水加进粘结剂中。完成

后应保持在环境温度稳定的情况下最少7天。 

填缝 

铺贴瓷砖最少 24 小时后方可进行填缝。建议

使用 奥迪美 TG410E 高效彩色防霉填缝剂 填

充瓷砖间之缝隙。 

限制 

奥迪美 TA313 不能直接应用在石膏基的表面

上，必须在其表面作适当接口处理后才可以

进行施工。 



 

 

重点注意：本单张内的所有资料均为我司目前所掌握的最佳知识，是真实和可信赖的。由于施工环境和有关施工人员不在我司可控制范围内，因此就以

上原因我司不能保证任何由我司或其代表所提出的议案。本中文单张只供顾客参考之用，若与英文版本有抵触，将以我司网站英文电子版本为准。 

 

奥迪美 TA313 适用于轻度行走的地面。高度

碰击、车辆、重型机械、工业用途等等的情

况请联络奥迪美作特别咨询。 

奥迪美 TA313 具有防渗特性，但并不能作为

专业防水涂层。若石材为多孔的天然石，如

大理石，为避免产生长期的水渍，奥迪美建

议添加一层防水涂层。 

健康与安全 

奥迪美 TA313 呈碱性，会刺激皮肤。在使用

过程中，应戴上合适的防护手套及护眼罩，

避免吸入粉尘和接触皮肤及眼睛。一旦接触

皮肤，应用清水冲洗。若接触到眼睛，应立

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并尽快就医诊治。本产

品无毒并不易燃。 

 

产品贮存 

为确保产品质量，未使用前应贮存及放置在

阴凉干爽室内位置，原卡板及塑料围膜保持

原封防止破损。应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应放

在托板离地贮存，以防止雨水浸湿，避免过

度迭压。若不按照上述贮存方法，可能导致

产品过早失效或结块。 

相关产品 

其他相关的奥迪美产品包括： 

 TA314 二合一水泥基粘结及填缝剂 

 TA328 强韧水泥基粘结剂 

 TA328S 强韧防泛碱水泥基粘结剂 

 SA329 速凝地面石材粘结剂 

 TA338 特强水泥基粘结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