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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ei additives for cement gri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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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idiaries including 
the parent company, 
in 55 different countries

2017年营业总额25亿欧元 个主要研发中心在18个国家 种创新配方，每年由马贝集团研发

马贝水泥助磨的外加剂协助节省了
3.000.000吨二氧化碳

种马贝产品，应用于
建筑范围当中

工厂遍布五大洲，34个的国家
子公司遍及全球55个国家，
包括总公司和分公司 名客户遍布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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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Residence,Sveio - Nor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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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production system: powerful, efficient, flexible and sustainable.

Production

Cutting-edge production technology is 
used in Mapei’s production facilities, allowing 

the intense rhythm of the entire chain to be 

flanked by constant quality control, from raw 

materials to final packaging.

73 production facilities in 5 continents and in 33 

different countries. 25,000 tons of finished products 

leave our production facilities every day (4.5 million tons 

per year) along with just as many tons of raw materials 

to keep sites supplied all around the world. These are the 

figures that represent Mapei today.
And the results are there for all to see: optimisation of 

logistics costs, proximity to our customers, a guarantee 

of maximum efficiency of production processes with total 

respect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local expectations.

25,000tons of products shipped 
every day

more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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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8个新式短篇漫画故事演绎

光辉岁月80载

马贝集团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总有那么几段时刻令人难

以忘怀。其中包括达成目标，或者特殊的庆祝纪念活动

等重大事件。

这些里程碑式的重要事件之一是：2017 年，全球的马贝

公司都在庆祝马贝集团成立 80 周年！

马贝的市场与通信部门，为这些年来应运而生的市场价

值和资讯传递提供理想的推广方向，并向全球分享马贝

集团最新的展望和愿景。

我们的网站将会进行全新改版，以及将在公司的多个宣

传推广平台上体现崭新的意象绘画：事实与奇幻相结合，

传递 80 年来马贝的承诺与激情！

于去年出版的最新马贝官方专题，体现最有力和引人注

目的马贝目标和成就。同时，专

题目的是希望公众了解我们企业

如何根据目标而所取得的成就，

和迄今发展状况及业绩。当然，

这并非是常见的“公司介绍”方式。

与其他公司所不同的是，我们不仅是记录和描述公司信

息及产品，更多地以艺术的手法将马贝企业形象呈现给

大家。

首页是马贝集团总裁 Giorgio Squinzi 对马贝企业的发展

起源摘要，以图片形式呈现各个阶段发展；充分利用图

片展示马贝的发展数据和事实，处处体现出公司的成功

发展。

图文并茂的故事讲述了马贝产品应用在最重要的国际项

目中，更引人入胜的是马贝 16 条产品线的描绘。

在细读专文后，读者们将迎来一个非常奇妙的惊喜。第二

本 “1937 - 2017：18 个短篇小说中的漫画故事” 出版

物以一组异想天开，充满活力的短篇小，说延伸了马贝历

史的长度和宽度。小册子以马贝创始人 Rodolfo Squinzi

的名言作为开篇：“工作永远不能脱离艺术和激情”。

18 个故事由 Fabio Longhi 撰文，Carlo Stanga 绘画演绎，

勾勒出关于马贝的奇妙故事，突出了公司为意大利和世

界各地的重大建设项目中提供的实际解决方案和贡献。

故事涵盖了八十年来，由建筑到基础设施，著名人物和

马贝产品本身，以及不为人知的贡献者和他们对马贝品

牌的口碑传承。

尽管每个故事看似 “天方夜谭”，但它们都是基于事实

和实际发生的事件而描述的。每个故事都具有铸铁般的

事实：印证高品质的马贝产品。

相信每当读完一个故事，读者们会发现马贝与全球交流

的说法 - 必须始终是符合“清

楚，完整和正确”。 真诚和诚

信是可靠的品牌形象和声誉的基

石。这些特质是不能强加的，必

须是真实的。

艺术和文献当然可以帮助建立一个公司的声誉，例如通

过马贝专文撰写。这套令人愉快的短篇小说证明了：作

家和艺术家能有力而幽默地描绘成功的企业所带来的激

情。80 年来，这种精神鼓励了马贝在意大利和世界各地

一直设计和制造创新的产品。

相信您们也迫不及待地打开并阅读如此优雅的刊物。我

们希望通过文字和图像的视觉，告诉大家：我们就是马

贝！

祝阁下阅读愉快！

事实结合丰富的想象-
谱写马贝80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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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be, after eighty years, it would be understandable 

if I were to look back with self-satisfaction and pride.

To look back over the history of the Company, 

remember the courage and determination of my father 

Rodolfo when, like a pioneer, he began his adventure 

in the outskirts of Milan in 1937, and then slowly leaf 

through the album of successes we have enjoyed in Italy 

and around the world, to become who we are today - 

Mapei, the recognised world leader of materials for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But those who know me, my family, the 10,000 

people who work and collaborate with us, the formidable 

team that forms the heart and soul of Mapei, know the 

passion and tenacity I have inside me. It has always been 

a trademark of our entrepreneurial insight, pushing me 

to look ahead towards future horizons and goals which,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accomplish. 
Family values woven into those of the Company - 

courage, intuition,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new ideas 

are the basis of our heritage. A heritage that, over the 

years, has led to the consolidation of Mapei in Italy and 

our expansion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name of constant, 

transparent growth without taking shortcuts, combined 

with a winning internationalisation process - always 

focused on our most important resource: people.

Our entrepreneurial successes, the figures and Mapei’s 

projects are superbly presented and described and can 

be found in this book. At this point, I feel it is important 

to remind everyone that Mapei’s real achievement during 

4

Mapei.
“A formidable team” that thrives on challenges.

80 years of excel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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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ers, contractors, users, 
building suppliers: all together 
to work better and to get 
long-lasting results.

1,000
new formulates every year 
of the Group

Counseling and Tech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All those who use Mapei products can see for themselves at first 

hand, day after day, how this choice leads to optimising their 

work, the maximum application yield and perfect results, under 

all conditions. Mapei is not only a supplier, but a partner for all 

those who work in this sector.

From the constant, ongoing exchange of experience 

and ideas with our customers and building suppliers, Mapei 

takes all their comments on board to guide innovation and 

widen their product lines and references. From the smallest 

to the largest sales points for ceramics and building 

materials, you will discover how Mapei quality is not limited 

to the product itself, but extends to the competence of the 

sales team, the passion of our retailers and the value of 

their advice. Our clientèle can also take advantage of our 

Tech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and its constant, expert 

support, from the design phase right up to the execution 

phase, to guarantee an end result that always lives up to 

their expectations.For the occasion of our 80th anniversary the new 

website will promote our mission, which has always been 

that of informing, supporting, involving and facilitating 

your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ng choices.

more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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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na Bay Sands - Singapore

Napoleon Bonaparte, as everyone knows, was quite a 

character. More volcanic than irascible, one might say 

today. He erupted easily even with his closest aides. But 

when they told him about the Villa, his curiosity was 

piqued. Off he went by carriage. They escorted him across 

the gardens. When he stepped down, there he stood be-

fore the façade in silence, right hand in his jacket, the 

iconic pose we customarily associate with his grandeur. 

He nodded. That was enough. The Villa would soon be-

come his residence in Italy. He stayed there at intervals 

from 1802 to 1805, whenever circumstances brought him 

to Milan. Years later, when his mood turned melancholy 

during his exile on St Helena, they say he liked to recall 

it. A Neoclassic jewel, lavishly appointed, was perfectly 

attuned with the soaring music accompanying the mag-

nificent balls reflected in its sumptuous chandeliers. ‘Oh, 

my Villa Belgiojoso’, he was heard to murmur. He would 

then recall the ladies, a passion he cultivated as much as 

he did his battles. But that’s another story. Needless to 

say, Bonaparte might not have been pleased to learn that 

his Villa became the residence of Field Marshal Radetzky 

when the Austrians marched back in to the city a few dec-

ades later. But that’s another story. When it came to art, 

though, Napoleon eschewed second thoughts. Instant-

ly he recognised the expressive force and value of art as 

vessel for projecting imperial power. We can reasonably 

assume that he would have nodded in approval yet again 

when the city of Milan decided that Villa Reale would be-

come its Gallery of Modern Art in 1921. GAM, as it came 

to be called, needed a face lift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Its eyes had seen it all but were beginning to fade. The 

company the city of Milan awarded the contract to had no 

second thoughts either. It ordered Mapei’s Silexcolor, its 

silicate-based mineral paint for external use. The system 

fit the façade to a tee. A legend soon grew up around the 

new skin. 
It seems that it started with one of the Villa’s elderly cus-

todians. He was seated late one night after supper before 

a bottle of wine at a seedy tavern in the Navigli District. 

As usual, the fog was so thick you couldn’t see more than 

two paces ahead. He said it would appear on nights just 

like this. Napoleon’s ghost would stand erect before the 

Villa, right hand in jacket, its gaze cast on the renovated 

façade and nod in approval.

Villa Reale, Milan(2) Ere he saw Waterloo

  1947 -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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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 2017 A LONG HISTORY IN 18 TOLD TALES 

Mapei pres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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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one of the few stories connected with Arizona’s Valley 

of the Sun that Native American elders still know and tell 

their grandchildren. This is a place where the Salt River 

once flowed and today is the site of a big city non-Na-

tive Americans call Phoenix. Anyway, legend has it that, 

among the homes and big buildings, with the elderly en-

joying the warmth of the sun and young careerists climb-

ing the corporate ladder, there’s a new spring flowing 

from the ground. There’s no end to the water spouting 

forth… cool, refreshing, clear, sweet. It’s a gift of Nature 

after years of drought and torrid temperatures. That was 

the story his grandfather told him the night before and he 

was still mulling over the next day. Nyol, not yet a teen-

ager, was already lanky with gait to match, his jeans worn 

low below the waist, baseball cap reversed. He also has 

a penetrating gaze bespeaking the pride he feels for the 

Navajo blood that runs through his veins and colours his 

skin. The genes of his forebears are unmistakable. Nyol 

loved his grand-dad. He was Navajo through and through, 

spokesman for a people that sought to keep their heri-

tage alive and hand down their customs and traditions. 

But he was just as thoroughly American, perhaps more 

so than many of the pale faces he knew and had met in 

his young life. He was full of vitality and grit, wanting to 

make the world his own. Later that day Nyol was walk-

ing by Fiesta Mall across the street from Mesa Financial 

Plaza in downtown Phoenix. It wasn’t one of his usual 

haunts. Big money and big business meant there would 

be few kids like himself. Not much fun in that. But Nyol 

had gone there on an errand. He crossed the street. That’s 

when he saw them. He stood still: in front of the building 

were two beautiful fountains. It was obvious that they 

had just been completed. The construction site hadn’t 

been fully cleared yet. The colours of the finely glazed 

tiles instantly reminded him of the colours of his ances-

tors. Bright, cheerful, strong. All in an instant. The legend 

was alive before his eyes. The water spouted forth. He 

bent over. It was cool and tasted sweet. No mistake about 

it. He ran home and told his grandfather in a torrent of 

words. Grand-dad Naalnish (‘he who works’) smiled. 

“No, Nyol, what you saw is a beautiful fountain not the 

spring of our story. I know because I was the foreman of 

the crew that built it. It’s really a work of art because we 

used only Mapei materials: Kerabond and Isolastic for 

installing the porcelain-glazed tiles and Keracolor and 

Fugolastic for grouting tiles”. It wasn’t what Nyol wanted 

to hear. He nodded and left, wordless. What a shame, he 

thought. Then he stopped a second and wondered, “Why 

did Grand-dad tell me the names of the materials he uses 

on the job? He’s never done that before. Those names he 

mentioned sounded like Indian words. Grand-dad is hid-

ing something… That fountain is our legend!”

Financial Plaza, Phoenix, Arizona(6)The Great Spirit will bring the waters

  1977 -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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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a pastime. They also say it’s a drug. It’s my thing. I like 

jogging, by myself. I’m no loner, have plenty of friends 

and like being with them. But when running, I like being 

on my own, feeling my body, the way it gladly strains as 

I take in the scenery. Uphill is the best. True, others see 

it tearing their muscles, heart and breath beating out of 

control. When you get to the top, though, what you see 

below is exhilarating. Sure, sure, finding uphill runs in Milan is no mean feat. 

This is where I was born, grew up and now work. I’m an 

architect. Ever since my student days I’ve had a hero: Gio 

Ponti - architect extraordinaire, eclectic, severe. Italian 

design since World War II is much in his debt. Indeed, 

when you say Gio Ponti here in Milan, you say Pirellone. 

It was built sixty years ago, and for much of that span it 

was the tallest reinforced-concrete skyscraper in Milan 

and Europe. And when talk turns to Pirellone, I think 

of my father. As a quantity surveyor, he was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crew that built it. Dad retired long ago. But 

his memories of building the Pirellone are quite distinct 

still. When it was begun in 1956, he was young and full 

of enthusiasm. Every day before going home he’d wan-

der round the site to see what techniques were being 

used and how the work was progressing. He would al-

ways talk about the floating floor. The first in Italy, it’s 

eighty-thousand square metres of linoleum and Pirelli 

rubber bonded to Masonite panels with Mapei’s Adesi-

lex 3. Dad also speaks highly and often of Mapei. He says 

that had it not been for that adhesive, even Gio Ponti 

might have run into hard-to-solve problems. 
The Pirelli Skyscraper is close to my office. Ever since I 

started running and took to uphill courses, I’ve eyed it. 

Running to the top was my dream. So, when they held 

the first vertical sprint up the Pirelli Tower a few years 

ago, I was the first to sign up. These up-the-stair-races 

started in the U.S., home of the skyscraper, and later ar-

rived in Italy. I wore a runner ID of No.1 on my chest the 

day of the race. I was thrilled. A run to the top of a build-

ing designed by my professional hero. It doesn’t get any 

better. I didn’t win, but that’s beside the point. Mine 

was a run for the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Unforgettable. 

When I came down after finishing, there were only a few 

onlookers still in the square before the Tower. To one 

side, a few paces away from them, stood my dad. Glanc-

ing upwards, his gaze was fixed on the Pirellone. A thin 

smile crossed his lips. “Let’s go home. We’ve done it”.

Pirelli Skyscraper, Milan(3) Run, Johnnie, run

  1957 -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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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production system: powerful, efficient, flexible and sustainable.

Production

Cutting-edge production technology is 
used in Mapei’s production facilities, allowing 

the intense rhythm of the entire chain to be 

flanked by constant quality control, from raw 

materials to final packaging.

73 production facilities in 5 continents and in 33 

different countries. 25,000 tons of finished products 

leave our production facilities every day (4.5 million tons 

per year) along with just as many tons of raw materials 

to keep sites supplied all around the world. These are the 

figures that represent Mapei today.
And the results are there for all to see: optimisation of 

logistics costs, proximity to our customers, a guarantee 

of maximum efficiency of production processes with total 

respect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local expectations.

25,000tons of products shipped 
every day

more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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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与性能，设计与颜色并驾齐驱

Cersaie 2017 展会
2017 年是马贝集团成立 80 周年，一如既往，马贝当然

不会错过于 2017 年 9 月 25 日至 29 日在博洛尼亚举行

的 Cersaie 展会。国际瓷砖和卫浴家具展会（Cersaie 展

会 ） 由 Edi.Cer 组 织，Confindustria Ceramica 公 司 及

BolognaFiere 合作推广。 

2017 年 Cersaie 展会吸引了 111,604 名来自意大利和海

外的观众，比 2016 年增长了 4.7%。这是行业内的重要

展销会，活动的完满举办 , 吸引了全球范围内的建筑师，

室内设计师，施工商，媒体和终端消费者等前来观摩！

本次展会的入场参观者特点，随着建材市场发展而有

整体的改变，意大利观众（增长了 5%，人数为 58422

人），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的海外观众（增长 4.3%，人数

为 53182 人）。另外展会各个展区参展商都录得积极上

升的特点：国际化和代表性。来自 41 个国家的 869 家参

展商（比 2016 年，增加了 17 家），当中就有 323 家海

外公司，几乎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一。参展商中，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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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贝展位内产品展示区域

参展行业是 457 家的瓷砖商，其次是 197 家卫浴公司参展。

对马贝而言，2017 年 Cersaie 展会是再次向建筑行业展

示我们新产品和最具创新的系统。同时，这次的展会，

也是马贝集团庆祝在全球范围和意大利当地取得成果的

最佳活动时机。籍着马贝成立 80 周年的重要里程碑来临

之际，马贝出版了一本介绍集团 80 年的历史，价值和对

世界承诺的著作。该文章将集团 80 年来的著名案例，以

短篇小说和插图形式表现出来。来宾能在马贝展位上看

到这些故事插画。马贝网站亦已全新改版上线，可以协

助用户查找和使用所有的产品信息。

在 2017 年的 Cersaie 展会，马贝重申了对环境可持续性

的承诺。产品配方再度创新，使用再生和超轻质的原材料，

研发降低能源消耗和超低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的排放。马贝对环境承诺的最好例子就是对环保产品声

明（Environmental Product Declarations）。这是一种经

过认证的“身份证”，用于记录某个产品在整个生产周

期对环境的影响。目前，马贝有 172 种产品具有环保产

品声明及证书，包括用于瓷砖安装，以及其他材料的产

品和安装系统。

80 年的创新
和稳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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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贝与月刊杂志《Marie Claire Maison》共同合作设计的两个分区

今年马贝想强调设计和色彩的重要性。感谢意大利室内

设计杂志《Marie Claire Maison Italia》 与 Cristina Nava

工作室共同合作拍摄的系列照片，马贝于展位内布置了

两个分区，让参观者可亲眼看到马贝公司提供的室内装

饰施工方案最真实的效果。

家装式的马贝产品：用于保护和装饰墙壁的彩色饰面，具

有光泽饰面，可用于整片式墙地面的水泥基产品，用于

瓷砖和马赛克砖缝的彩色填缝剂，用于室外砖石和特殊

颜色结构的砂浆，以及用于木地板的保护油和木地板漆

等具有特色的家居型产品，既可提高其应用环境的性能，

又不会影响原有功能和特质。

基于原有的马贝色卡，适用于室内外应用的新款马贝色

系（MASTER COLLECTION BY COLORMAP®）已有超

过 1000 种的不同色调。这些都于马贝展位内展出。

在展会内还展出哑光涂料系统，具有极高的白平衡和高度

光泽度的水性墙面漆，光泽涂料系统是一种耐污且可清

洗的水性材料，具有各种鲜艳色彩的亮丽面。 该产品系

列还包括用于室外饰面的马贝墙面塑性装饰涂料 2010，

根据马贝的设计和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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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被设计为家居装饰的一角

用于室外隔热保温系统的 MAPETHERM，尤其特别推荐

矿物质基的马贝有机硅涂料和马贝硅酸盐彩漆 339。

调配好心情系列是用于彩色填缝和密封剂的解决方案：

50 种不同的颜色，甚至有半透明。为了帮助设计师和消

费者营造正确的色彩氛围，我们将其分为 5 种不同的颜

色心情：宁静，经典，自然，浪漫和魅影。

用于产品实操展示区域，我们展示的特色产品是水泥基

胶粘剂的马贝柔性瓷砖胶 106 和轻质型胶粘剂的马贝轻

型瓷砖胶。

马贝柔性瓷砖胶 106 系列是全球最受欢迎的瓷砖胶粘剂，

它能于室内外多种不同类型的基面上，粘贴各种瓷砖、石

材和马赛克材料。马贝轻型瓷砖胶系列是一款创新性的轻

质胶粘剂，马贝轻型瓷砖胶系列含有轻质的天然骨料或玻

璃粉，使产品更容易施涂和处理（每袋装仅是 15kg）。

安装大规格板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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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贝产品演示

因此与同等级的胶粘剂相比，独特的性能使其具有高达

80% 的功率。

马 贝 展 位 内 还 展 出 了 各 种 新 型 防 水 产 品， 其 中 包 括

MAPEGUARD WP200: 两层无纺布之间夹有特殊片材制

成的耐碱防水防裂膜，能为卷材和基面之间，以及卷材

和瓷砖之间的胶粘剂形成良好的粘结力，能使瓷砖和石

材牢固地粘贴。

Mapeband Easy 是用于露台和阳台上的快速防水方案：

可用于边角的防水和适用于全系列马贝防水系统中的橡

胶防水带。

对于城市景观装饰，我们展示了 Mapestone 系列中新增

的解决方案 - 可用于安装和重新装饰的石材路面方案：

用于密封砖石，路砖和鹅卵石之间的填充的 Mapestone 

Joint 聚 氨 酯 粘 合 剂； 以 及 专 门 用 于 清 洁 Mapestone 

Joint 的无味清洁剂 Mapestone Joint Cleaner. 

MAPEI COLOR PAVING® 含有浮露骨料，专为装饰型混

凝土路面而设计和开发的专用系统：从预拌砂浆，到防水

创新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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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贝萨索罗球队和管理层参观马贝展位

防油的整体防护处理的完整系统。还有，用于墙地面无

缝一体化的马贝装饰型水泥基地坪系统（Ultratop Loft）,

其多功能性，极具吸引力和色彩效果深受室内设计和装

潢师的赞赏。

马贝在本次 Cersaie 展会中还特别展出木地板胶粘剂和彩

色饰面。如单组份高性能的马贝环保胶 S968 1K 胶粘剂，

产品符合 EN14293 标准，由改性甲硅烷基化聚合物制成

的硬质级产品，可为各种类型的木地板安装提供高品质

和实用性，以及 ULTRACOAT OIL COLOR 保护木地板的

颜色。

根据零售商提供的建议和最新的市场发展趋势，马贝为

豪华乙烯面料（LVT）提供了完整的产品方案，确保 LVT

的安装符合国际环保认证和尊重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以保障环境和人类的健康发展。马贝提供的安装方案包

括：安装粘结式 LVT，自粘式 LVT，干燥型自铺设 LVT

和自铺设计的 LVT.

众多成功的产品施工方案，印证了马贝于国际范围内，

建材领域中的核心地位。2018 年的 9 月 24-28 日，马贝

将继续参与博洛尼亚举办的 Cersaie 展会。敬请各界好友

前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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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贝采用先进的三维成像技术，结合最新的瓷砖设计趋势，研究和开发各种颜

色的填缝材料。这项先进技术的研究创造出 50 种颜色的填缝剂和密封胶，甚

至还包括透明效果。

为满足每位客户的个性化追求，我们将颜色分为五组不同的色彩组合，演绎宁

静，传统，自然，浪漫和魅影等不同魅力， 使客户能更容易选择适合自己的填

缝材料。

马贝填缝剂可供选择的颜色与市面上的同类型产品相比，范围更广泛，也是目

前一家能提供如此完整色号系列的公司。不论是应用于住宅、商业还是工业，

都能满足各种瓷砖的配色需求。

为更好地展示新的填缝剂颜色，我们已经更新了颜色色卡，并为零售和设计师

提供了特别的专用版本：

第一个文件夹：马贝彩色防霉填缝剂 2801，马贝环氧填缝剂 141，马贝彩色

填缝剂和马贝防霉憎水彩色填缝剂 4501

第二个文件夹：马贝环氧填缝剂 CQ

第三个文件夹：马贝环氧装饰填缝剂 149

同时，各种填缝剂的所有颜色亦会于单页上印刷。

更多资讯，可浏览网页：www.mapei.com.cn

产品介绍

调 配 好 心 情
最 新 填 缝 颜 色 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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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282 |  Bardiglio Grey 云石灰

112 |  Medium Grey 中灰色

728 |  Dark Grey 深灰色

720 |  Pearl Grey 珠光灰

113 |  Cement Grey 水泥灰色

114 |  Anthracite 烟灰色

174 |  Tornado 土灰色

115 |  River Grey 河灰色

116 |  Musk Grey 嫩灰色

119 |  London Grey 伦敦灰

T R A D I T I O N A L

新

新

新

133 |  Sand 砂石色

134 |  Silk 丝绸黄色

135 |  Golden Dust 金灰色

136 |  Mud 泥灰色

142 |  Brown 褐色

143 |  Terracotta 赤土色

147 |  Cappuccino 泡沫咖啡色

729 |  Sahara Yellow 撒哈拉黄

152 |  Liquorice 甘草色

N A T U R A L

新

103 |  Moon White 月光白

100 |  White 白色

110 |  Manhattan 2000 浅灰色

111 |  Silver Grey 银灰色

290 |  Cream 米黄色

131 |  Vanilla 香草果

170 |  Crocus Blue 番蓝色

999 | Transparent  半透明

799 |  White 纯白色

700 |  Translucent 半透明

710 |  Ice White 冰白色

182 |  Tormaline 碧蓝色

137 |  Caribbean 海洋蓝

S e R e N e宁静

经典

自然

新

调配好心情
马贝新颜色系列
营造专属于您的私人空间

最 新 填 缝 颜 色 选 择



130 |  Jasmine 淡黄色

132 |  Beige 2000 浅褐色

141 |  Caramel 咖啡色

162 |  Violet 紫罗兰色

139 |  Pink Powder 粉红色

R O M A N C e

138 |  Almond 杏仁色
新

新

120 |  Black 黑色

149 |  Volcano Sand 火山色

144 |  Chocolate 巧克力色

145 |  Terra di Siena 朱红色

146 |  Rich Brown 浓咖啡色

151 |  Mustard Yellow 芥末黄色

150 |  Yellow 黄色

171 |  Turquoise 翠绿色

172 |  Space Blue 天蓝色

165 |  Cherry Red 樱桃红色

173 |  Ocean Blue 海洋蓝

283 |  Sea Blue 海蓝色

183 |  Lime Green 淡黄绿色

G L A M O U R

浪漫

魅影

水泥基填缝剂

马贝彩色防霉填缝剂 2801
适用于2~20mm缝宽的聚合物改性憎水型高性能填缝剂，
具有抗泛碱、快硬、快干功能，独有DropEffect®（荷珠效
应）和BioBlock®（生物阻断）防霉技术。（34种颜色可
供选择）

马贝填缝剂 SF
适用于缝宽达4mm，精细型高效水泥基专用填缝剂。

马贝填缝剂 FF
用 于 缝 宽 达 6m m 的 憎 水 型 高 性 能 水 泥 基 填 缝 剂 ， 具
DropEffect®（荷珠反应）技术(14种颜色可供选择)

马贝填缝剂 GG
适用于缝宽4－15mm的高性能水泥基填缝剂（14种颜色
可供选择）。

环氧填缝剂

马贝环氧填缝剂 141
缝宽至少3mm双组份抗酸环氧填缝剂，可用于室内外墙地
面瓷砖和石材的填缝，尤其是需要承受重载或对环境卫生
要求较高，和较好的耐化学性能场所的填缝。（20种颜色
可供选择）。

马贝环氧装饰填缝剂 149
双组份装饰，抗酸性环氧填缝剂，特别适合用于玻璃马赛
克的填缝，具有特别的装饰效果。可加入马贝闪光粉（32
种颜色可供选择），也有银色和浅金色闪光粉可供选择。

马贝环氧填缝剂 CQ
双组份抗酸性填缝剂材料,特别适用于瓷砖，马赛克或石材
等面材的填缝。产品取得意大利Modena大学的认证，根
据ISO 22196:2007的标准，此产品是有效防止有害微生物
的形成和滋长。

密封剂

马贝硅酮密封胶 AC
无溶剂型低弹性模量防霉酸性硅酮密封胶，可封填伸缩率
达±20%伸缩缝；在不同构件间构成完整的弹性密封胶：
可在建筑、机械工程、船舶和车辆制造等领域广泛应用
（34种颜色和透明色可供选择）。

马贝硅酮密封胶 LM
是一种单剂型，无溶剂，无味中性交联聚合的硅酮密封
胶。可用于天然石材的饰面及覆面；民用或工业用建筑内
的，预制板上的伸缩接缝的填缝处理；混凝土组件，轻质
混凝土；金属及PVC胶板；铝制，木质，PVC胶框等材料
制成的窗户，及玻璃；通风管，加热管，电缆，水管等；
无味密封胶的一般用途。（9种颜色和透明色可供选择）

所有用于瓷砖和石材的马贝填缝剂产品均符合EN13888标准。

马贝彩色填缝剂包括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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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

马贝携手TCT举办国家装饰
装修（镶贴工）培训技能考核

什么是国家装饰装修（镶贴工）培训

技能考核？

自 2016 年，镶贴工已经正式被纳入

国家职业大典，成为一项专门的技术

工种，考试合格后颁发行业职业资格

证书。持证上岗的镶贴工能够让铺贴

技术更加标准化和专业化，为瓷砖铺

贴提供了安全的保障，也保障了家装

消费者的权益。培训课程包括理论和

实操，学员不仅可以学习到专业的行

业知识、先进的铺贴工艺，并且能够

及时了解到建材市场产品的更新，根

据不同的瓷砖选用不同的铺贴材料，

比如现在常用的大尺寸的玻化砖，吸

水率低，如果还用水泥砂浆，瓷砖空

鼓率及脱落几率会大大增加，而先进

的铺贴技术能让这批持证工人迅速推

广和传播开来，推动瓷砖胶粘剂行业

的规范发展和进步。

TCT 是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瓷砖粘贴技

术专业委员会，隶属于中国陶瓷工业

协会，目的是推广瓷砖粘结剂产品在

瓷砖粘贴行业的应用，提高瓷砖使用

的安全性，以及推动瓷砖铺贴行业产

业工人的职业技能建设。TCT 举办的

国家装饰装修（镶贴工）培训技能考

核，旨在建立培训和评审标准体系，

推动瓷砖粘贴行业“持证上岗”行动，

确保瓷砖安全粘贴的施工质量。

作为全国的培训考核基地之一，马贝

于 11 月 16-17 日举办了首届国家装

饰装修（镶贴工）培训技能考核大赛。

依据建筑装饰行业（职业）标准的有

关要求，此次考核分理论知识和操作

技能两部分，其中操作技能部分采用

现场实操方式进行。为了帮助选手在

图 1. 集体合照留念

图 2. 培训现场考试者进行瓷砖粘贴实操考试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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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马贝技术部现场实操演练

图 4. 进行文科笔试

图 5. 产品搅拌

图 6. 基面先批刮一层薄胶

图 7. 于砖背上刮胶

图 8. 马贝技术部总监周永祥先生亦会对大家作出讲解以及评分

比赛中高水平发挥，更熟练地掌握参赛技能，我们提前为

参赛选手作出瓷砖粘贴技巧的培训，确保每位选手都在理

论和实操方面得到专业的技术指导。

本次有 30 位选手参加考核，分为 8 个小分组，每位选手

需要进行文科笔试，以及瓷砖及马赛克的粘贴实操考核。

评分标准主要围绕施工的规范性，包括瓷砖粘贴是否饱满、

平整，砖缝是否垂直整洁，以及完工后的施工环境是否有

处理干净，瓷砖粘贴有否空鼓，工具使用的熟练程度等。

马贝作为 TCT 协会会员单位，通过与 TCT 共同举办这类型

的培训和考核，促进了行业内的技术工人交流技术、切磋

经验、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一次活动。在此，马贝亦十

分感谢 TCT 协会的协办，未来，马贝将会面向社会行业内

的专业人士，举办更多这类型的镶贴工培训考核，敬请期

待！

8

7

6

4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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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案例

市中心标志性的建筑物

运达中央广场和瑞吉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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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位于中国中南部，素以自然美景而闻名于

世。 四周环山，北倚长江。 山水相连，成为

中国最美丽的省份之一。

长沙是湖南省的省会，中国中南部的首府。 长

沙虽然不像北京，南京或西安这样历史悠久的

首都，但也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运达中央广场位于长沙大道与沙湾路相交的西

北角，是武广商圈核心地段，总建筑面积约

700000 平方米，由高端商业和住宅组成，其

中总面积达 18 万平方米的商业组合包括两大

超豪华五星级酒店、大型国际名品商场、写字

楼以及国际酒店公寓。

运达中央广场引入了国际盛行的“低碳”理念，

从建筑到装修大规模采用低碳、智能建筑技术，

使运达中央广场成为未来长沙续领先的低碳建

筑样板和生态社区典范、时尚生活高地之一。

运达中央广场引入了世界著名高端酒店品牌的

瑞吉（St.Regis）酒店和 W 酒店。室外 320 米

长的国际风情步行街引入多种休闲娱乐饮食商

店，此外，开发商还开通住宅直通地铁的“专

属通道”，方便运达业主出行。是至今首条地

图片 1. 屋顶花园的景观池

图片 2. 平台景观池

图片 3. 酒店外观

1

2

3



境下，如长期泡水的的游泳池，浴室

等，包括酒店内高温条件的桑拿房和

需要承受重荷的地下车库。

往地铁通道的人行通道全部使用了马

贝聚氨酯密封胶 S20 进行伸缩缝处

理。

长沙运达中央广场使用了大量的马贝

填缝材料， 从水泥基到环氧的填缝

材料，再到伸缩缝的处理，项目大量

应用了马贝瓷砖及石材安装系统进行

安装，是提高马贝于中南地区的品牌

知名度的又一关键项目。更有助当地

经销商开拓更多的家居装修市场，进

一步提升马贝品牌的专业、全面的企

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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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广是相当成功的，运达中央广场

项目中采纳了马贝瓷砖及石材安装系

统，同时，这个项目也是马贝品牌发

展至湖南市场的重要里程碑之一。

此项目中，最难开展的工作之一是大

面积地使用马贝环氧填缝剂 141 作

石材地面的填缝。这样需要培训工人

的施工技巧和细致度，避免产品会对

石材表面造成污染，这也是马贝在国

内，于室外大面积使用环氧填缝材料

的重要项目。

在业主的要求下，马贝湖南经销商对

项目进行了彻底的现场勘察。由于马

贝环氧填缝剂 141 优良的耐化学性

和耐久性，暴露于室外的户外广场，

景观游泳池，露台花园和屋顶花园，

大部分的墙地面，包括游泳池，都使

用了马贝环氧填缝剂 141 作大部分

的填缝。

在 63 层的无边际游泳池和酒店的总

统套房里，使用了马贝锦砖胶 P10

混合马贝乳液 112，用于粘贴卫生间

内的瓷砖，无边泳池使用了马贝填缝

剂 FF+ 马贝乳液 133 作砖缝的填缝。

使 用 了 马 贝 填 缝 剂 FF+ 马 贝 乳 液

133 的缝隙，即使是在强度较高的环

4

5

图片 4. 露台花园

图片 5 & 6. 户外广场地面填缝施工

图片 7. 酒店入口

图片 8. 酒店内 63 层无边际游泳池

铁商业街通过美食、娱乐、时尚等年

轻化的业态组合，形成地铁连接大型

商场的商业过渡带，形成“立体地铁

商业”的模式。

马贝方案

尽管长沙是中国较大的城市之一，但

业主和施工商对瓷砖胶粘剂和填缝材

料的认知和选用程度有限，大部分还

是会选择成本较低的水泥砂浆来粘贴

瓷砖和涂抹砖缝。感谢马贝湖南的经

销商，于当地安排了产品技术交流会

和系列培训，马贝通过本次的瓷砖及

石材安装系统的产品培训，向客户们

呈现出马贝产品的高性能和高性价

比的优点。此次，马贝瓷砖安装系统



产品聚焦
马贝环氧填缝剂 141
缝宽至少 3 mm 双组份抗酸环氧填缝剂（26 种彩色），还

可用作胶粘剂。室内外瓷砖和天然石材地、墙面的填缝处理。

还可用作粘结瓷砖、石材、水泥纤维板，混凝土和其它各

类建筑材料的抗酸、快凝胶粘剂。马贝环氧填缝剂 141 可

协助制备底面、墙面和工作台等，

并符合 HACCP 系统，和 EC 规范中

第 852/2004 关于卫生和食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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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
施工年份：2016-2017年
设计：GVL怡境景观
客户：湖南运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马贝统筹人员: 马贝湖南经销商
张飞球先生——先于2013年成为马贝经销
商，至2017年为止，已于湖南区域开发多
间马贝专卖店。在努力发展零售业务的同
时，亦积极开拓当地的众多工程项目。

马贝产品
马贝环氧填缝剂141、马贝锦砖胶P10、
马贝乳液112、马贝填缝剂 FF、
马贝乳液133、马贝聚氨酯密封胶 S20

7

8

产品和系统 使用区域

马贝环氧填缝剂 141
室外广场、大堂入口、
景观池、户外花园和屋顶花园

马贝锦砖胶 P10 + 马贝乳液 112
马贝填缝剂 FF + 马贝乳液 133

酒店内 63 层无边泳池

马贝填缝剂 FF+ 马贝乳液 133 酒店内桑拿房

马贝锦砖胶 P10 + 马贝乳液 112 酒店内总统套房

马贝填缝剂 FF + 马贝乳液 133 地下车库

马贝填缝剂 FF 地下超市和美食广场

马贝聚氨酯密封胶 S20 地下人行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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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一直被誉为传统自然之美的天

堂，也是购物天堂。 苏州几个大型

步行街均体现了苏州特色和手工艺的

精髓。

苏州中心项目，由于其外观设计看起

来像一条裤子，也成为城中佳话。

占地面积约 16.7 万平方米，位居苏

州市域 CBD 核心区域，苏州工业园

区湖西中央商务的核心；商场建筑面

积约 35 万平方米，由一座大型一站

式商场及一座小型体验型商场组成，

兼容国际大牌旗舰店、时尚精品、购

物休闲、儿童娱乐、文化体验等多项

功能于一体。同时苏州中心将致力于

绿色智能科技的运用，继承和创新现

代生活，充分满足人性化需求。

马贝方案

苏州中心从设计方面就要求采用高品

质、环保的产品；恰恰与马贝产品

品质相符合。由于地面需要铺设约

60000m2 人造石材和天然石材，施

工面积相当大，所以开发商需要对市

面上多个国际品牌的地面铺贴材料进

行仔细的反复测试，确保地面安装材

料的安全性和完美性。在施工前，业

主和施工方在现场进行严格的产品测

试和拉拔测试。马贝用于石材粘贴的

瓷砖胶粘剂的稳定性，工地现场的测

试结果也让业主和开发商印象深刻，

获得一致好评。

由于石材的湿敏性，马贝建议使用快

干型的石材瓷砖胶粘剂，既可避免人

造石材的变形，又可大大减少施工后

需要等待的时间。最终，开发商及业

主一致选择了马贝作为地面的石材粘

贴产品。

人造石材产品和安装系统

区域：商业地面

系统：马贝快胶 113ap,

马贝填缝剂 FF

面积：50,000 m2

根据 Quarella 人造石材料的湿度和

敏感性，选择一种较好级别和双组分

的瓷砖胶粘剂粘贴人造石材。因此，

选中了马贝瓷砖快胶 113ap 于现场

进行测试。

由于考虑到日后，商场的人流量较大，

不仅需要快速硬化的性能，更关键需

要粘结力和柔韧性相并重的瓷砖胶粘

剂。在这方面，马贝所提供的产品性

能表现相当突出。

天然石材安装系统

区域：商业区域地面

产品系统：马贝瓷砖胶 CP1，马贝填

缝剂 FF

面积：10,000 m2

业主将面材送到马贝广州的实验室进

古语有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苏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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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全方位的粘结性以及其他性能测

试。测试后，我们推荐使用马贝瓷砖

胶 CP1 安装地面的天然石材，为了

搭配石材的表观颜色，我们推荐使用

马贝填缝剂 FF 营造整齐划一的整体

效果。

W 酒店 @ 苏州中心

苏州首个 W 酒店在苏州中心的 7 号

楼亮相登场，内有 379 间客房，60

个服务式公寓。

酒店 36 层的碧波泳池是苏州最高泳

池，宾客可在此享受高空戏水的乐趣；

并配有专业器材的健身室。高空镜面

泳池很美！整个苏州城尽在眼下！位

于 36 楼游泳池内，使用马贝环氧装

饰填缝剂 149 作泳池马赛克的填缝。

国内市场来说，暂时很少半透明颜色

的填缝材料，而施工商选用了我们的

马贝环氧装饰填缝剂 149 半透明应

用在泳池马赛克填缝，可以完美地突

出马赛克拼花图案之亮丽。

游泳池安装材料

区域：游泳池

产品系统：马贝环氧装饰填缝剂 149 

#700

面积：200 m2

目前，苏州中心是马贝于华东地区最

大的商业项目之一，采用两种不同的

瓷砖胶粘剂，分别适用于特殊的天然

和人造石材安装。

在中国，人造石材的使用越来越流行，

这也为马贝开辟市场的另一方向。马

贝能提供更高等级和高品质胶粘产

品，有了苏州中心这座标志性建筑，

相信未来会吸引到更多的商业项目。

技术数据
施工年份：2016年
设计：Benoy贝诺集团
承建商：承达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蓝
天建筑装工程有限公司
马贝统筹人员: 李春艳
马贝建筑材料（广州）有限公司

马贝产品
苏州中心：马贝瓷砖胶CP1、
马贝快胶113ap、马贝填缝剂FF
W酒店：马贝环氧装饰填缝剂149

图片 1. 粘贴地面人造石

图片 2 & 3. 商场内部

图片 4. 苏州中心正门

图片 5. 苏州中心外观

图片 6. 搅 W 酒店 36 层碧波泳池施工

图片 7. 搅拌马贝环氧装饰填缝剂 149

6 7

5

产品聚焦
马贝快胶 113 ap
用于瓷砖和石材的快速安装的双组份胶

粘剂。符合中国 JC/T547 标准的 C2F。

于室内外安装所有类型的瓷砖和湿气稳

定的石材：

●阳台、露台；

●预制混凝土墙面；

●现有水泥基地面。



展会动态

2017年第十四届中国（上海）国际地坪工业展览会暨亚洲混凝土世界博览会

亚洲混凝土
世界博览会

2017 年第十四届中国（上海）国际地坪工业展览会暨亚

洲混凝土世界博览会于 2017 年 12 月 4 日 -6 日，在上

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E3 至 E7 馆完美落幕。

马贝展位所在位置很显眼，蓝白设计也相当瞩目。本次

展会主要是展出马贝装饰型水泥基地坪系统（Ultratop 

Loft）以及马贝整体混凝土处理系统等产品系列。为期三

天的展会，驻足在马贝展位的客户朋友络绎不绝。

马贝装饰型水泥基地坪系统（Ultratop Loft）十分适用于

室内的时尚家居装饰设计，因此于一面展示墙及地台上

使用此产品作墙地面的装潢，模拟为家居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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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向马贝工作人员咨询产品样板

展位内的接待区，设计突显马贝为意大利品牌，利用

颜色多彩鲜明的马贝装饰型水泥基地坪系统（Ultratop 

Loft），特意制作了一张意大利国旗颜色的装饰型地坪长

桌子。另一半的桌子则做成自然色，显示出朴实的混凝

土工业风。

展会期间，全国多地的地坪协会会长和会员一同来到马贝

展位，为我们助阵加油，包括福建地坪协会，河南省地坪

行业协会等等。马贝与一众行业内的专家教授沟通交流，

及时了解掌握地坪行业动向。  

本图 . 与福建地坪协会代表团合照留念

马贝公司董事总经理郭金荣先生（左四）

马贝销售总监邱友平先生 ( 右四 )

销售经理张辉鹏先生（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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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的成功地标项目

重庆机场
重庆地处中国西南部，是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也是西

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重庆是中国西南地区融贯东西，汇

通南北的综合交通枢纽。其江北国际机场是中国内陆重要的空

港。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距离市中心 19 公里，为 4F 级民用国际机场，

是中国八大区域枢纽机场之一；从 2005 年至 2010 年，分别完

成二期和三期的扩建工程后，于 2017 年 8 月完成四期扩建工程。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T3A 航站楼于 2017 年 8 月 29 日启用，可保

障年旅客吞吐量 4500 万人次，而 T3A 航站楼开始承担繁重的

航班进出港运作。



  马贝中国资讯 n.16/2018  27

马贝施工方案

重庆机场新建的 3 号航站楼停车场

需要新建安装，马贝在众多激烈的竞

争中，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赢得了本

次的停车场地坪安装系统的供应商之

一。很荣幸地，马贝技术标获得一致

好评；这也意味着马贝产品的性能是

一众竞争对手中表现最优秀的。

停车库的地下室混凝土含水率高达

8％以上，经过马贝技术服务在实地

检查了整个地下室的施工条件后，向

业主推荐使用马贝环氧三防 P。

图片 1. 完工后的地下车库

图片 2. 倒料搅拌

图片 3. 施涂马贝快凝自流平装饰面浆 517

图片 4. 机场停车场外观
1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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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贝环氧三防 P 用于约 10000m2 左

右的潮湿混凝土表面作防水处理。 

它可在潮湿的表面上形成紧致的薄

膜，并且可以形成适合于马贝快凝自

流平装饰面浆 517 的致密层。

然后使用马贝底涂 SN 作为基面底

涂，提升之后施涂的马贝快凝自流平

装饰面浆 517 与基面之间的附着力；

且能有效密封基面裂纹，及增强界面

结构性的粘合度。

腻子和马贝涂料 Wallcoat AP 作为墙

身的腻子层和踢脚线安装产品。重庆

机场这个项目对于马贝来说，是一个

极具意义和成功的官方地标项目，大

大提升马贝于中国西部的品牌形象和

知名度。

另外，承建商在停车场施工期间遇到

了一些产品选用和技术上的问题，马

贝专业技术团队为施工方提供了系列

完整的解决产品和方案，全面的服务。

最终，在项目竣工后，业主和施工商

十分满意马贝的施工方案以及完工后

的地下车库。

与此同时，重庆机场项目也引来更

多西部的开发商和施工方对马贝品

牌的关注。重庆机场确实是马贝于

中国西部的另一个里程碑式工程项

目，早在 2000 年，马贝就为三峡大

坝的建造工程提供的优质外加剂产品

（Mapefluid X404）。

5

6

之后，使用强度高，具有耐化学性能

和优异耐磨性的马贝地坪 I302 SL 作

为防滑涂料应用于面层施工。

停车场的地坪安装需求之一，地面表

面能承受较重的车行荷载以及磨损，

因此，推荐使用马贝地坪 57 进行表

面的防护处理，相比聚氨酯涂层的停

车场，马贝提供的施工方案耐磨性能

更是高于 50%。

停车场内的立面，使用的是马贝室内



技术数据
施工年份：2016年
设计：中国西南建筑设计研究院
承建商：成都卜内门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马贝统筹人员: 荆秦
马贝建筑材料（广州）有限公司

马贝产品
马贝乳液SP、马贝底涂SN、
马贝地坪I900、马贝涂料Wallcoat AP
马贝地坪57W、马贝地坪I302 SL、
马贝环氧三防P、马贝室内腻子、
马贝快凝自流平装饰面浆517

图片 5 & 6. 完工后的停车场

图片 7. 打磨地面

图片 8. 搅拌马贝底涂 SN

图片 9. 施涂马贝底涂 SN

图片 10. 抛砂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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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聚焦
马贝快凝自流平装饰面浆 517
特殊水硬性胶凝材料制成的超快凝高耐

磨自流平砂浆，厚度为 5 至 40 mm。

可用于室内公共和工业建筑内的新旧混

凝土和瓷砖基面的找平，施工厚度 5 至

40mm，适合多人流的购物中心、办公室、

商店，陈列室以及橡胶轮车行，如停车

场的地方。



    根据 EN12004 标准的瓷砖胶等级分类

使用范围
（见表 2）

水泥抹灰分类（对基面的粘
结力）

瓷砖 - 吸水率（根据 UNI EN 14411）以及最长边的长度
（cm）

R4 - 外墙
S2 - 室外天花板

AA≤3% E AA>3%

≤30 ≤60 ≤90 ≤120 ≥120

没有供热系统的石
灰 / 水泥抹灰 ≥1 N/mm2 C2 C2-C2S1/S2 C2-C2S1/S2 C2S1/S2

浇筑混凝土 C2 C2-C2S1/S2 C2-C2S1/S2  C2S1/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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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贝大讲堂

标准分类为 C2TES1 级别的胶粘剂，

是具有抗滑移（T）和延长晾置时间

（E），带有更强粘结力（2）的柔性（S）

水泥基胶粘剂。无论胶粘剂的产品名

称，生产或零售商提供的信息如何，

这些性能特征都能在产品的技术数据

表，或者包装上能查看到。

以下是马贝胶粘剂系列的例子：

马 贝 瓷 砖 胶 101+ 马 贝 乳 液 112

（C2ES2）, 马 贝 轻 型 瓷 砖 胶 S1

（C2TES1）, 马 贝 聚 氨 酯 胶 122T

（R2T），马贝高性能瓷砖胶 3（D2T），

马贝瓷砖快胶 115（C2TEFS2）。只

看胶粘剂的分类，我们能识别这些胶

粘剂的特性和性能吗？这些分类对我

们意味着什么？让我们看一个例子。

应用示例

让我们想象一下，在意大利大部分

的 建 筑 立 面 上 安 装 瓷 砖。 需 安 装

400mm x 400mmx 8mm 厚 的 瓷 砖

于砂浆层上，我们应该选用哪种胶粘

剂？

当然可以依靠多年来的经验，选择一

其实这个题目中，同时隐藏了第二个

问题：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瓷砖胶可供

选择？出于技术和商业的原因，市面

上产生了众多瓷砖胶可供选择。但从

技术角度来看，应根据安装条件和要

求选择最合适的瓷砖胶系统。我们先

来看一下，根据欧洲 EN12004 标准

如何细分瓷砖胶粘剂，然后再详细介

绍典型用途。

瓷砖胶粘剂如何分类（EN12004）？

1. 根据胶粘剂的化学性质分类：

● C - 水泥基胶粘剂

● R - 树脂胶粘剂

● D - 即用型水性胶粘剂

2. 根据产品性能：

● 1 级粘结力强度 

    ≥ 0.5 N / mm²（5 Kg / cm2）

● 2 级粘结力强度

    ≥ 1 N / mm2（10 Kg / cm2）

● F = 快速安装 **

3. 其他特点（非强制性的）*：

● F = 快速安装 **

● E - 延长晾置时间

● T = 抗滑移

● S = 具有柔性

   （仅限于水泥基胶粘剂）

综合上述情况，根据欧洲 EN 12004

如何选择瓷砖胶？

种类似的施工条件下，曾经用过的胶

粘剂。或者可通过咨询信任的零售商

或这方面的专家推荐。

尽管他们的建议可能有帮助，但并非

总是基于经验统计或充足的例证。然

而，在特殊安装情况下，

可以参考如意大利 UNI 11493-1 法

规中关于瓷砖安装材料，并具体参考

到欧洲 EN 12004 分类标准中的胶粘

剂选用指导，如上表所示。

明显地，瓷砖材料成功安装并不仅仅

取决于实际的胶粘剂体系，其他因素

也需要考虑（UNI 11493 – 基面制

备和特性中的双面刮涂法，充足的填

缝）。

在设计阶段或者材料采购，施工阶段

过程中，可通过相关文献正确选择特

殊类型安装的胶粘剂。掌握这些知识

可以降低错选产品的风险，保护消费

者权益，且提高与此相关专业人员的

技术水平。

Marco Albelice. 
意大利马贝技术服务部

你问我答

*参见EN12004 - 第4节：规格
**注意：对于快速安装的胶粘剂，这个特性
是强制性的

 IN 
CO

MPLIANCE WITH EUROPEAN STANDARDS

  CEMENTITIOUS ADHESIVE FOR CERAMIC TIL
ES

    EN 12004 

C2E S2

 IN 
CO

MPLIANCE WITH EUROPEAN STANDARDS

   DISPERSION ADHESIVE FOR CERAMIC TIL
ES

 

   EN 12004 

D2T

 IN 
CO

MPLIANCE WITH EUROPEAN STANDARDS

  REACTION RESIN ADHESIVE FOR CERAMIC TIL
ES

   EN 12004 



  马贝中国资讯 n.13/2016  31

Marco Albelice. 
意大利马贝技术服务部

面积施工下，更容易和更快速），填

缝剂施工后，过快清洁瓷砖，也会影

响最终的性能：过多的水分会分离填

缝剂的成分，使其变薄弱和多孔，变

成与最初颜色不一致。

不完全干燥的基面会将水分渗透至填

缝浆料中，并影响填缝剂的表观。在

这种情况下，许多类型的水泥基填缝

剂会被表面的盐分所影响。如果水分

太多，当蒸发时，水泥化合物中的游

离石灰带到填缝表面（水泥水化作用

时的天然产物）。当石灰与空气接触

时，它形成碳酸钙。

缝宽应该是多宽？

一般来说，缝宽不可少于 2mm（参

考意大利 UNI 11493,7.10.2 标准）。

设计阶段就应将砖缝缝宽确定：材料

膨胀系数（瓷砖、基面等），瓷砖铺

贴的形状，瓷砖尺寸等参数都在设计

阶段时，以合理的精度来计算缝宽尺

寸。

什么时候适合使用树脂类填缝剂？

如地面或者完工后的表面会与腐蚀性

的酸接触，那么双组份，环氧树脂的

水泥基填缝剂是否具有吸收性？

一般来说，水泥基的填缝混合料是多

孔的。吸收性可通过正确配比混合物

中各成分的剂量（水泥、骨料和添加

剂）以及混合物中添加的水分而减少。

可以通过添加适当的特殊添加剂达到

一定的防水功能，但并不代表能完全

不渗透。请谨记，瓷砖 / 填缝系统产

品并不能保证瓷砖表面是不渗水的。

防水性能需视乎防水系统。

是什么导致水泥基填缝剂变色？

一个字，水。事实上，有几个因素导

致变色（基面处理材料瓷砖吸收性，

厚度，周围环境等）。混合物中过多

的水分（可添加至填缝剂中使其在大

如何选择环氧和水泥基
的填缝产品？

填缝产品是建筑业中用来表示墙地面粘贴的瓷砖（或石材）之间
需要被填充之缝隙的术语。而填缝产品一般水泥基或者树脂材
料，如何作出正确的选择？我们来看看这两种性质的材料常见问
题。

填缝剂就具有耐酸和防渗的性能。如

厨房的工作台面，屠宰场，啤酒厂，

奶制品厂或类似的环境，我们建议使

用（非强制性）环氧树脂类的填缝剂

进行砖缝的填充。当家庭环境中如厨

房，厕所等，使用本产品有三项常规

注意事项：

1. 彻底搅拌本品的两个组分。

2. 使用后立即用清水清洗。

3. 如果不确定清洁效果如何，请进行

初步的清洁测试。

你问我答



经销商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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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总在常州油漆涂料行业打拼 10 年

有余，对于瓷砖胶与防水行业早有接

触，市面上常见的一些国内外品牌产

品，都有不同深层次的合作。但所碰

到的品牌却是令人非常失望的，而深

受其害的，尤其是无辜的消费者。

“未接触马贝之前，我以为瓷砖胶是

按包装文字说明购买的（如：仿古砖

瓷砖胶，重型粘合剂，釉面砖胶等）。

由于一些企业的大势宣传，甚至是行

业内较知名的企业，导致部分客户朋

友会错误选择瓷砖胶粘剂产品，发生

瓷砖脱落伤及客户，当然事情的后果

都是自己赔付。所以，我才花了很多

时间，潜心了解在这个领域的领导者

之一：意大利马贝集团！”

以技术营销加服务为核心点，摒弃传

统的市场营销模式，发展马贝！

结果证明是可行的，并得到客户的一

致好评！从 2014 年底拥抱马贝发展

到今天，马贝在常州市场的知名度与

占有率不断攀升。我们拥有合作关系

非常良好，且注重质量的装饰公司与

优秀的设计师合作伙伴，马贝为他们

解决各类装饰中的问题与难题不计其

数！深得合作伙伴们与客户的信任，

在当地市场流行圈内话，建筑工程有

问题找马贝，没有他们办不到的。话

非空穴来潮！

马贝集团 1937 年创建于意大利米兰，

时至今日 80 年发展史。马贝有 1500

多种产品，涵盖建筑各个部门，满足

于不同新旧建筑装饰的需求，是当今

社会建材行业领先的生产与研发企

业，其建筑胶粘剂与密封防水系统，

在行业早就声名显赫，并保持领先地

位！马贝以过硬的质量与优异的环保

性能被广大用户广为传播，在全球市

场取得的巨大成就，足以证明马贝实

力的强大。马贝的故事太多，在此，

不过多的叙述马贝在建筑工程方面的

成就。

未雨绸缪，砥砺前行，服务永恒！

任何成功者成名者，绝非偶然。做好

一件事情先前付出的都是枯燥乏味

的，不被常人理解甚至引来他人的嘲

笑。当初选择马贝，就不被众人看好，

别人背后窃窃私语的冷笑声，当时心

里上的巨大压力，无言以表。因为我

是一个地道的农村 80 后，在没有资

金，没有社会关系的前提条件下，在

一个大城市发展创业是非常艰辛的，

怎么办？怎么干？这是我日夜所思的

重头案！    

马贝集团虽然在行业内是众人熟知

的，影响力非常大。但是在中国零售

市场，由于没有广告上的投入，并不

被国人所知晓，推广起来非常不顺畅，

常州
唐总专访

记者：孙智勇

这点也是我们所有同仁的感触。

马贝以高品质产品与施工技术独步天

下，我启发于此。先期的推广阻碍重

重，由于之前一直经营这个行业的其

它品牌产品，虽有一定的客户基础，

但是马贝产品标准太高了，价格上也

相对高出一些，造成客户难以接受。

这又是个难题！面对现实市场窘境，

在 2015 年里基本上所售的马贝产品

都是亏本买卖的，并亲自上门服务客

户与指导施工者，当时作这样的决定，

深信坚定地认为：马贝如此强大优秀

的产品，客户没有理由不选用。花同

样的价钱买不一样质量的东西，除非

是“傻子”！

以马贝专业建筑施工技术为核心点，

逐步深入改变以往工人的施工习惯是

有效的。现在马贝各个建筑系统的产

品，稳定有序的正融入到常州建筑市

场中，越来越多的大小工程在选用马

贝产品，马贝瓷砖胶薄贴法的使用大

大的提高了施工的便利性与安全性。

例如现在国内热门的大薄板铺贴，马

贝高柔瓷砖胶 S1，马贝环氧装饰填

缝剂 149，马贝防水材料等……越来

越多的客户携手马贝同行！

回顾三年多的发展历程感言：痛并快

乐着！有付出就有收获，这是亘古不

变的道理！

未来自知任重道远！

最后：感谢马贝领导给予我工作中的

大力支持，未来我会把全部精力投入，

在当地发展马贝的事业当中，把人类

最健康安全牢固的产品，服务于广大

用户。缔造安全健康的绿色建筑是我

们毕生的愿景！

以上采访为个人意见，并不代表马贝

立场。

携手马贝，
实有相恨见晚之感！

下图 . 左起：

常州经销商——唐总

马贝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郭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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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选择范围广
EXTENSIVE RANGE 

OF COLOURS

防菌
MOULD RESISTANT

防水
WATERPROOF

无溶剂
SOLVENT-FREE

Mapesil ACMapesil AC
马贝硅酮密封胶 AC马贝硅酮密封胶 AC

马贝密封剂，目前拥有最多34种不同
颜色，甚至透明色可供选择。马贝密
封剂系列可应用于各种基面，严格执
行国际标准并获得认证，性能持久耐
用。

When it comes to sealants, 
maximum performance is 
now available from MAPEI in 
34 different colors plus a 
translucent shade. MAPEI 
SEALANTS can be applied to 
a variety of surfaces. They are 
long-lasting and have been 
certified according to the 
most stringent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Strength comes in many colors!
MAPEI SEALANTS.

马贝硅酮密封胶 AC
强大源于多种颜色可供选择



马贝  专业领域，为您而建

80年专业研发和技术，成就多项建筑工程，缔造和
翻新意大利以及全球重要的艺术建筑和文化遗产。

www.mapei.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