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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说明 

ARDEX AF778是一种低气味、适用于大面积

铺贴PVC、亚麻和地毯地材的通用型地板胶。 

 

应用范围 

高性能乳液型粘合剂，用于粘结同质透心或叠

压类PVC卷材和片材、PVC设计地板片材, 适

用CV板材和亚麻地板, 纺织地毯, 以及带有纺

织或软垫底背的弹性地板等在可吸收的室内基

层上。 

ARDEX AF778尤其突出的优点是广泛的应用

范围，良好的初粘度强和最终粘结力强。 

 

基层处理 

底层地板必须包含有效的防潮层，必须干燥、

稳定的相对湿度在75%或以下，基层应坚硬、

干净、没有影响施工的其他杂质并且光滑平

整。 

 

注意:  使用ARDEX AF 778前，表面上的任何

浮尘都应清理干净，最好使用合适的吸尘设

备，因为灰尘会影响本地板粘结剂的用量和性

能。若防潮膜缺失，或混凝土或砂/水泥砂浆

的相对湿度超过75% RH，请参考ARDEX 

WPM 300或ARDEX DPM产品数据表以获得

建议。 

任何维修、找平或修整都应使用相关表面处理

产品，并在使用粘结剂前确保表面干燥。使用

合适的ARDEX ARDURAPID配方产品，如

ARDEX A 45或ARDEX A 35，可使修补在数

小时内完成。 

 

技术数据 

使用条件: 

温度                          不低于15°C 

环境相对湿度:          不超过75 % 

挥发时间:                         15分钟以内 

铺设时间:                          30分钟以内 

较低的温度和较高的相对湿度会延长时间，并会

导致潮气产生。上文建议的时间是基于18℃，

65％RH的情况。 

 

清洗剂:                         干燥前可用水清洗 

是否适用地暖：           是 

是否适用洗发水和喷雾剂： 是 

注意: 在条件良好、高吸收率的基层上施工

ARDEX AF 778后，可子在几小时内开放步

行，但此时的地面并不能负载重物、手推车

等，或移动装置、家具等，直到地板胶完全干

固，即24-48小时后（23 ºC），具体需要取决

于基层和需加载物品的重量。 

地面材料安装后不能立即进行湿洗。需要留足

够的时间使胶达到强度，通常为48小时。 

 

镘刀规格/覆盖率 

镘刀规格  m2/kg  m2/25kg unit 

A2   ≈3. 75 ≈75 

 

注意: 施工中的实际覆盖率会受到施工工艺、

镘刀尺寸和纹理，以及基层吸收性的影响。 

 

 

包装规格 

ARDEX AF 778为塑料桶包装，净重25公斤。 

 

储存及质保期 

在5ºC -35ºC 且原装未开封的情况下，

ARDEX AF 778在桶中的存储时间约为12个

月。 

 

安全事项 

正常使用时，ARDEX AF 778是无害的。但仍

需遵循良好的卫生规范。避免接触皮肤，若发

生接触应在本品干燥前使用肥皂和水清洗。 

 

如接触到眼睛，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并立即

就医。如不慎吞食，需立即就医。完整信息请

参见相关健康与安全数据表。 

The technical details, recommendations and other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datasheet are given in good faith and represents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t the time of printing. It is your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that our products 
are used and handled correctly and in accordance with any applicable National or 
Local Standard, our instructions & recommendations, and only for the uses they are 
intended. Regional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standards, codes of practice, building 
regulations or industry guidelines may affect specific installation recommendations. 
Our Company policy is one of continuous Research & Development; we therefore 
reserve the right to update this information at any time without prior notice. We 
guarantee the consistent high quality of our products; however, as we have no control 
over site conditions or the execution of the work, we accept no liability for any loss or 
damage which may arise as a result thereof. The supply of our products and services 
is also subject to certain terms, warranties & exclusions; and these details will be 
made available to you on request. You should make yourself familiar with th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