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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than 超过

Billion Euros estimated
consolidated turnover in 2017
2017年营业总额25亿欧元

Main research centres
in 18 countries
个主要研发中心在18个国家

New formulates every year
of the Mapei Group
种创新配方，每年由马贝集团研发

more than 超过

Tons of CO2 saved thanks to
Mapei additives for cement grinding
马贝水泥助磨的外加剂协助节省了
3.000.000吨二氧化碳

Employees, with 12% working in R&D
名员工，其中12％为研发人

more than 超过

Products for the building
industry of the Mapei Group

more than 超过

Tons of CO2 offset

种马贝产品，应用于
建筑范围当中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50.000吨

more than 超过

Plants in 5 continents,
in 34 different countries
工厂遍布五大洲，34个的国家

Subsidiaries including
the parent company,
in 55 different countries
子公司遍及全球55个国家，
包括总公司和分公司

more than 超过

Professionals from the sector
involved in Mapei training courses
名参与马贝培训课程的专业人士

Mapei is with you: take a closer look at
马贝常伴你左右： 敬请浏览：
www.mapei.com.cn
微信公众号

马贝官网

Clients around the world
名客户遍布全球

more than 超过

Tons of products shipped every day

吨每天运送的产品量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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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贝市场推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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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择写及翻译
阮嘉琪

封
面
故
事
苏 州 中 心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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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座大型
一站式商场及 1 座小型体
验 型 商 场 组 成， 兼 容 国 际
大 牌 旗 舰、 时 尚 精 品、 购
物 休 闲、 儿 童 娱 乐、 文 化
体 验 等 多 项 功 能 于 一 体。

80 周年专题
光辉岁月 80 载
培训

14 国家装饰装修（镶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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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周年专题

光辉岁月80载
以18个新式短篇漫画故事演绎
马贝集团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总有那么几段时刻令人难

史的长度和宽度。小册子以马贝创始人 Rodolfo Squinzi

以忘怀。其中包括达成目标，或者特殊的庆祝纪念活动

的名言作为开篇：“工作永远不能脱离艺术和激情”。

等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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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里程碑式的重要事件之一是：2017 年，全球的马贝

勾勒出关于马贝的奇妙故事，突出了公司为意大利和世

公司都在庆祝马贝集团成立 80 周年！

界各地的重大建设项目中提供的实际解决方案和贡献。

马贝的市场与通信部门，为这些年来应运而生的市场价

故事涵盖了八十年来，由建筑到基础设施，著名人物和

值和资讯传递提供理想的推广方向，并向全球分享马贝

马贝产品本身，以及不为人知的贡献者和他们对马贝品

集团最新的展望和愿景。

牌的口碑传承。

我们的网站将会进行全新改版，以及将在公司的多个宣

尽管每个故事看似 “天方夜谭”，但它们都是基于事实

传推广平台上体现崭新的意象绘画：事实与奇幻相结合，

和实际发生的事件而描述的。每个故事都具有铸铁般的

传递 80 年来马贝的承诺与激情！

事实：印证高品质的马贝产品。

于去年出版的最新马贝官方专题，体现最有力和引人注

相信每当读完一个故事，读者们会发现马贝与全球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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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结合丰富的想象谱写马贝80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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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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并非是常见的“公司介绍”方式。

须是真实的。

与其他公司所不同的是，我们不仅是记录和描述公司信

艺术和文献当然可以帮助建立一个公司的声誉，例如通

息及产品，更多地以艺术的手法将马贝企业形象呈现给

过马贝专文撰写。这套令人愉快的短篇小说证明了：作

大家。

家和艺术家能有力而幽默地描绘成功的企业所带来的激

首页是马贝集团总裁 Giorgio Squinzi 对马贝企业的发展

情。80 年来，这种精神鼓励了马贝在意大利和世界各地

起源摘要，以图片形式呈现各个阶段发展；充分利用图

一直设计和制造创新的产品。

片展示马贝的发展数据和事实，处处体现出公司的成功

相信您们也迫不及待地打开并阅读如此优雅的刊物。我

发展。

们希望通过文字和图像的视觉，告诉大家：我们就是马

图文并茂的故事讲述了马贝产品应用在最重要的国际项

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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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阁下阅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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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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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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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内设计师，施工商，媒体和终端消费者等前来观摩！

不会错过于 2017 年 9 月 25 日至 29 日在博洛尼亚举行

本次展会的入场参观者特点，随着建材市场发展而有

的 Cersaie 展会。国际瓷砖和卫浴家具展会（Cersaie 展

整体的改变，意大利观众（增长了 5%，人数为 58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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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的海外观众（增长 4.3%，人数

BolognaFiere 合作推广。

为 53182 人）。另外展会各个展区参展商都录得积极上

2017 年 Cersaie 展会吸引了 111,604 名来自意大利和海

升的特点：国际化和代表性。来自 41 个国家的 869 家参

外的观众，比 2016 年增长了 4.7%。这是行业内的重要

展商（比 2016 年，增加了 17 家），当中就有 323 家海

展销会，活动的完满举办 , 吸引了全球范围内的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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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年的创新
和稳定质量

到这些故事插画。马贝网站亦已全新改版上线，可以协

对马贝而言，2017 年 Cersaie 展会是再次向建筑行业展

研发降低能源消耗和超低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示我们新产品和最具创新的系统。同时，这次的展会，

的排放。马贝对环境承诺的最好例子就是对环保产品声

也是马贝集团庆祝在全球范围和意大利当地取得成果的

明（Environmental Product Declarations）。这是一种经

最佳活动时机。籍着马贝成立 80 周年的重要里程碑来临

过认证的“身份证”，用于记录某个产品在整个生产周

之际，马贝出版了一本介绍集团 80 年的历史，价值和对

期对环境的影响。目前，马贝有 172 种产品具有环保产

世界承诺的著作。该文章将集团 80 年来的著名案例，以

品声明及证书，包括用于瓷砖安装，以及其他材料的产

短篇小说和插图形式表现出来。来宾能在马贝展位上看

品和安装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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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展行业是 457 家的瓷砖商，其次是 197 家卫浴公司参展。 的承诺。产品配方再度创新，使用再生和超轻质的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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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动态

马贝与月刊杂志《Marie Claire Maison》共同合作设计的两个分区

根据马贝的设计和颜色

颜色结构的砂浆，以及用于木地板的保护油和木地板漆

今年马贝想强调设计和色彩的重要性。感谢意大利室内

又不会影响原有功能和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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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原有的马贝色卡，适用于室内外应用的新款马贝色

工作室共同合作拍摄的系列照片，马贝于展位内布置了

系（MASTER COLLECTION BY COLORMAP®）已有超

两个分区，让参观者可亲眼看到马贝公司提供的室内装

过 1000 种的不同色调。这些都于马贝展位内展出。

饰施工方案最真实的效果。

在展会内还展出哑光涂料系统，具有极高的白平衡和高度

家装式的马贝产品：用于保护和装饰墙壁的彩色饰面，具

光泽度的水性墙面漆，光泽涂料系统是一种耐污且可清

有光泽饰面，可用于整片式墙地面的水泥基产品，用于

洗的水性材料，具有各种鲜艳色彩的亮丽面。 该产品系

瓷砖和马赛克砖缝的彩色填缝剂，用于室外砖石和特殊

列还包括用于室外饰面的马贝墙面塑性装饰涂料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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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具有特色的家居型产品，既可提高其应用环境的性能，

产品被设计为家居装饰的一角

矿物质基的马贝有机硅涂料和马贝硅酸盐彩漆 339。

安装大规格板材

调配好心情系列是用于彩色填缝和密封剂的解决方案：

用于产品实操展示区域，我们展示的特色产品是水泥基

50 种不同的颜色，甚至有半透明。为了帮助设计师和消

胶粘剂的马贝柔性瓷砖胶 106 和轻质型胶粘剂的马贝轻

费者营造正确的色彩氛围，我们将其分为 5 种不同的颜

型瓷砖胶。

色心情：宁静，经典，自然，浪漫和魅影。

马贝柔性瓷砖胶 106 系列是全球最受欢迎的瓷砖胶粘剂，

用于室外隔热保温系统的 MAPETHERM，尤其特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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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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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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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peband Easy 是用于露台和阳台上的快速防水方案：

80% 的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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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性和完整性

对于城市景观装饰，我们展示了 Mapestone 系列中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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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密封砖石，路砖和鹅卵石之间的填充的 Mapestone

MAPEGUARD WP200: 两层无纺布之间夹有特殊片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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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的耐碱防水防裂膜，能为卷材和基面之间，以及卷材

Joint 的无味清洁剂 Mapestone Joint Cleaner.

和瓷砖之间的胶粘剂形成良好的粘结力，能使瓷砖和石

MAPEI COLOR PAVING® 含有浮露骨料，专为装饰型混

材牢固地粘贴。

凝土路面而设计和开发的专用系统：从预拌砂浆，到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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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决方案 - 可用于安装和重新装饰的石材路面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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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零售商提供的建议和最新的市场发展趋势，马贝为

缝一体化的马贝装饰型水泥基地坪系统（Ultratop Loft）,

豪华乙烯面料（LVT）提供了完整的产品方案，确保 LVT

其多功能性，极具吸引力和色彩效果深受室内设计和装

的安装符合国际环保认证和尊重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潢师的赞赏。

以保障环境和人类的健康发展。马贝提供的安装方案包

马贝在本次 Cersaie 展会中还特别展出木地板胶粘剂和彩

括：安装粘结式 LVT，自粘式 LVT，干燥型自铺设 LVT

色饰面。如单组份高性能的马贝环保胶 S968 1K 胶粘剂，

和自铺设计的 LVT.

产品符合 EN14293 标准，由改性甲硅烷基化聚合物制成

众多成功的产品施工方案，印证了马贝于国际范围内，

的硬质级产品，可为各种类型的木地板安装提供高品质

建材领域中的核心地位。2018 年的 9 月 24-28 日，马贝

和实用性，以及 ULTRACOAT OIL COLOR 保护木地板的

将继续参与博洛尼亚举办的 Cersaie 展会。敬请各界好友

颜色。

前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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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配好心情

马贝新颜色系列营造专属于您的私人空间

SET the MOOD
Personalize your space with the
new Mapei grout colour collections.

宁静 SERENE

经典 TRADITIONAL

自然 NATURAL

浪漫 ROMANCE

魅影 GLAMOUR

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入

Learn more on

grouts.mapei.com

产品介绍

调配好心情
最新填缝颜色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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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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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经典 T R A D I T I O N A L

最新填缝颜色选择

调配好心情
马贝新颜色系列
营造专属于您的私人空间
112 | Medium Grey 中灰色

282 | Bardiglio Grey 云石灰

720 | Pearl Grey 珠光灰

728 | Dark Grey 深灰色

113 | Cement Grey 水泥灰色

新
115 | River Grey 河灰色

新

宁静 S e r e n e

116 | Musk Grey 嫩灰色

174 | Tornado 土灰色

新
119 | London Grey 伦敦灰

114 | Anthracite 烟灰色

999 | Transparent 半透明

自然 N A T U R A L

799 | White 纯白色
100 | White 白色
710 | Ice White 冰白色
700 | Translucent 半透明

729 | Sahara Yellow 撒哈拉黄

103 | Moon White 月光白

133 | Sand 砂石色

110 | Manhattan 2000 浅灰色

134 | Silk 丝绸黄色

111 | Silver Grey 银灰色

135 | Golden Dust 金灰色

170 | Crocus Blue 番蓝色

新
137 | Caribbean 海洋蓝

新
152 | Liquorice 甘草色
142 | Brown 褐色

290 | Cream 米黄色

147 | Cappuccino 泡沫咖啡色

131 | Vanilla 香草果

136 | Mud 泥灰色

182 | Tormaline 碧蓝色

143 | Terracotta 赤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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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 R O M A N C E

马贝彩色填缝剂包括的产品：
水泥基填缝剂

130 | Jasmine 淡黄色
132 | Beige 2000 浅褐色

新
138 | Almond 杏仁色
新
139 | Pink Powder 粉红色
141 | Caramel 咖啡色
162 | Violet 紫罗兰色

魅影 G L A M O U R

171 | Turquoise 翠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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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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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 Space Blue 天蓝色
150 | Yellow 黄色
145 | Terra di Siena 朱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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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 Chocolate 巧克力色

密封剂
149 | Volcano Sand 火山色
120 | Black 黑色
183 | Lime Green 淡黄绿色
173 | Ocean Blue 海洋蓝
283 | Sea Blue 海蓝色
151 | Mustard Yellow 芥末黄色
146 | Rich Brown 浓咖啡色
165 | Cherry Red 樱桃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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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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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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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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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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国家装饰装修（镶贴工）培训

的规范发展和进步。

技能考核？

TCT 是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瓷砖粘贴技

自 2016 年，镶贴工已经正式被纳入

术专业委员会，隶属于中国陶瓷工业

国家职业大典，成为一项专门的技术

协会，目的是推广瓷砖粘结剂产品在

工种，考试合格后颁发行业职业资格

瓷砖粘贴行业的应用，提高瓷砖使用

证书。持证上岗的镶贴工能够让铺贴

的安全性，以及推动瓷砖铺贴行业产

技术更加标准化和专业化，为瓷砖铺

业工人的职业技能建设。TCT 举办的

贴提供了安全的保障，也保障了家装

国家装饰装修（镶贴工）培训技能考

消费者的权益。培训课程包括理论和

核，旨在建立培训和评审标准体系，

实操，学员不仅可以学习到专业的行

推动瓷砖粘贴行业“持证上岗”行动，

业知识、先进的铺贴工艺，并且能够

确保瓷砖安全粘贴的施工质量。

及时了解到建材市场产品的更新，根

作为全国的培训考核基地之一，马贝

据不同的瓷砖选用不同的铺贴材料，

于 11 月 16-17 日举办了首届国家装

比如现在常用的大尺寸的玻化砖，吸

饰装修（镶贴工）培训技能考核大赛。

水率低，如果还用水泥砂浆，瓷砖空

依据建筑装饰行业（职业）标准的有

鼓率及脱落几率会大大增加，而先进

关要求，此次考核分理论知识和操作

的铺贴技术能让这批持证工人迅速推

技能两部分，其中操作技能部分采用

广和传播开来，推动瓷砖胶粘剂行业

现场实操方式进行。为了帮助选手在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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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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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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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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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达中央广场和瑞吉酒店
市中心标志性的建筑物

16 马贝中国资讯 n.16/2018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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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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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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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贝中国资讯 n.16/2018 17

工程案例

4

的推广是相当成功的，运达中央广场

境下，如长期泡水的的游泳池，浴室

项目中采纳了马贝瓷砖及石材安装系

等，包括酒店内高温条件的桑拿房和

统，同时，这个项目也是马贝品牌发

需要承受重荷的地下车库。

展至湖南市场的重要里程碑之一。

往地铁通道的人行通道全部使用了马

此项目中，最难开展的工作之一是大

贝聚氨酯密封胶 S20 进行伸缩缝处

面积地使用马贝环氧填缝剂 141 作

理。

石材地面的填缝。这样需要培训工人

长沙运达中央广场使用了大量的马贝

的施工技巧和细致度，避免产品会对

填缝材料， 从水泥基到环氧的填缝

石材表面造成污染，这也是马贝在国

材料，再到伸缩缝的处理，项目大量

内，于室外大面积使用环氧填缝材料

应用了马贝瓷砖及石材安装系统进行

铁商业街通过美食、娱乐、时尚等年

的重要项目。

安装，是提高马贝于中南地区的品牌

轻化的业态组合，形成地铁连接大型

在业主的要求下，马贝湖南经销商对

知名度的又一关键项目。更有助当地

商场的商业过渡带，形成“立体地铁

项目进行了彻底的现场勘察。由于马

经销商开拓更多的家居装修市场，进

商业”的模式。

贝环氧填缝剂 141 优良的耐化学性

一步提升马贝品牌的专业、全面的企

和耐久性，暴露于室外的户外广场，

业形象。

5

马贝方案

景观游泳池，露台花园和屋顶花园，

尽管长沙是中国较大的城市之一，但

大部分的墙地面，包括游泳池，都使

业主和施工商对瓷砖胶粘剂和填缝材

用了马贝环氧填缝剂 141 作大部分

料的认知和选用程度有限，大部分还

的填缝。

是会选择成本较低的水泥砂浆来粘贴

在 63 层的无边际游泳池和酒店的总

瓷砖和涂抹砖缝。感谢马贝湖南的经

统套房里，使用了马贝锦砖胶 P10

销商，于当地安排了产品技术交流会

混合马贝乳液 112，用于粘贴卫生间

和系列培训，马贝通过本次的瓷砖及

内的瓷砖，无边泳池使用了马贝填缝

石材安装系统的产品培训，向客户们

剂 FF+ 马贝乳液 133 作砖缝的填缝。

呈现出马贝产品的高性能和高性价

使 用 了 马 贝 填 缝 剂 FF+ 马 贝 乳 液

比的优点。此次，马贝瓷砖安装系统

133 的缝隙，即使是在强度较高的环

18 马贝中国资讯 n.1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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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聚焦
马贝环氧填缝剂 141

产品和系统

使用区域

缝宽至少 3 mm 双组份抗酸环氧填缝剂（26 种彩色），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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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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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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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建筑材料的抗酸、快凝胶粘剂。马贝环氧填缝剂 141 可

马贝填缝剂 FF+ 马贝乳液 133

酒店内桑拿房

并符合 HACCP 系统，和 EC 规范中

马贝锦砖胶 P10 + 马贝乳液 112

酒店内总统套房

第 852/2004 关于卫生和食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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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助制备底面、墙面和工作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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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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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中心
古语有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苏州一直被誉为传统自然之美的天

品质相符合。由于地面需要铺设约
2

系统：马贝快胶 113ap,

堂，也是购物天堂。 苏州几个大型

60000m 人造石材和天然石材，施

马贝填缝剂 FF

步行街均体现了苏州特色和手工艺的

工面积相当大，所以开发商需要对市

面积：50,000 m2

精髓。

面上多个国际品牌的地面铺贴材料进

根据 Quarella 人造石材料的湿度和

苏州中心项目，由于其外观设计看起

行仔细的反复测试，确保地面安装材

敏感性，选择一种较好级别和双组分

来像一条裤子，也成为城中佳话。

料的安全性和完美性。在施工前，业

的瓷砖胶粘剂粘贴人造石材。因此，

占地面积约 16.7 万平方米，位居苏

主和施工方在现场进行严格的产品测

选中了马贝瓷砖快胶 113ap 于现场

州市域 CBD 核心区域，苏州工业园

试和拉拔测试。马贝用于石材粘贴的

进行测试。

区湖西中央商务的核心；商场建筑面

瓷砖胶粘剂的稳定性，工地现场的测

由于考虑到日后，商场的人流量较大，

积约 35 万平方米，由一座大型一站

试结果也让业主和开发商印象深刻，

不仅需要快速硬化的性能，更关键需

式商场及一座小型体验型商场组成，

获得一致好评。

要粘结力和柔韧性相并重的瓷砖胶粘

兼容国际大牌旗舰店、时尚精品、购

由于石材的湿敏性，马贝建议使用快

剂。在这方面，马贝所提供的产品性

物休闲、儿童娱乐、文化体验等多项

干型的石材瓷砖胶粘剂，既可避免人

能表现相当突出。

功能于一体。同时苏州中心将致力于

造石材的变形，又可大大减少施工后

绿色智能科技的运用，继承和创新现

需要等待的时间。最终，开发商及业

天然石材安装系统

代生活，充分满足人性化需求。

主一致选择了马贝作为地面的石材粘

区域：商业区域地面

贴产品。

产品系统：马贝瓷砖胶 CP1，马贝填

马贝方案

缝剂 FF

苏州中心从设计方面就要求采用高品

人造石材产品和安装系统

面积：10,000 m2

质、环保的产品；恰恰与马贝产品

区域：商业地面

业主将面材送到马贝广州的实验室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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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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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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行全方位的粘结性以及其他性能测

国内市场来说，暂时很少半透明颜色

贝能提供更高等级和高品质胶粘产

试。测试后，我们推荐使用马贝瓷砖

的填缝材料，而施工商选用了我们的

品，有了苏州中心这座标志性建筑，

胶 CP1 安装地面的天然石材，为了

马贝环氧装饰填缝剂 149 半透明应

相信未来会吸引到更多的商业项目。

搭配石材的表观颜色，我们推荐使用

用在泳池马赛克填缝，可以完美地突

马贝填缝剂 FF 营造整齐划一的整体

出马赛克拼花图案之亮丽。

效果。
游泳池安装材料

产品聚焦

W 酒店 @ 苏州中心

区域：游泳池

马贝快胶 113 ap

苏州首个 W 酒店在苏州中心的 7 号

产品系统：马贝环氧装饰填缝剂 149

用于瓷砖和石材的快速安装的双组份胶

楼亮相登场，内有 379 间客房，60

#700

粘剂。符合中国 JC/T547 标准的 C2F。

个服务式公寓。

面积：200 m2

酒店 36 层的碧波泳池是苏州最高泳

目前，苏州中心是马贝于华东地区最

池，宾客可在此享受高空戏水的乐趣；

大的商业项目之一，采用两种不同的

并配有专业器材的健身室。高空镜面

瓷砖胶粘剂，分别适用于特殊的天然

泳池很美！整个苏州城尽在眼下！位

和人造石材安装。

于 36 楼游泳池内，使用马贝环氧装

在中国，人造石材的使用越来越流行，

饰填缝剂 149 作泳池马赛克的填缝。

这也为马贝开辟市场的另一方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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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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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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马贝中国资讯 n.1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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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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机场
中国西部的成功地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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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马贝中国资讯 n.1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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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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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贝环氧三防 P 用于约 10000m2 左

之后，使用强度高，具有耐化学性能

腻子和马贝涂料 Wallcoat AP 作为墙

右的潮湿混凝土表面作防水处理。

和优异耐磨性的马贝地坪 I302 SL 作

身的腻子层和踢脚线安装产品。重庆

它可在潮湿的表面上形成紧致的薄

为防滑涂料应用于面层施工。

机场这个项目对于马贝来说，是一个

膜，并且可以形成适合于马贝快凝自

停车场的地坪安装需求之一，地面表

极具意义和成功的官方地标项目，大

流平装饰面浆 517 的致密层。

面能承受较重的车行荷载以及磨损，

大提升马贝于中国西部的品牌形象和

然 后 使 用 马 贝 底 涂 SN 作 为 基 面 底

因此，推荐使用马贝地坪 57 进行表

知名度。

涂，提升之后施涂的马贝快凝自流平

面的防护处理，相比聚氨酯涂层的停

另外，承建商在停车场施工期间遇到

装饰面浆 517 与基面之间的附着力；

车场，马贝提供的施工方案耐磨性能

了一些产品选用和技术上的问题，马

且能有效密封基面裂纹，及增强界面

更是高于 50%。

贝专业技术团队为施工方提供了系列

结构性的粘合度。

停车场内的立面，使用的是马贝室内

完整的解决产品和方案，全面的服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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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马贝中国资讯 n.1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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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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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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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贝大讲堂

你问我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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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供热系统的石
灰 / 水泥抹灰

TILE
S

IN CO
M

CT
ILES

IN CO
M

CT
ILES

ON
MIC
RESI
N ADHESIVE FOR CERA

瓷砖 - 吸水率（根据 UNI EN 14411）以及最长边的长度
（cm）
水泥抹灰分类（对基面的粘
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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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T

RS
I
ION
RAM
ADHE
SIVE FOR CE

DS
DAR

R4 - 外墙
S2 - 室外天花板

CTI
REA

上产生了众多瓷砖胶可供选择。但从

使用范围
（见表 2）

TIT
I
IOU
RAM
S ADH
ESIVE FOR CE

ITH EUROPEAN S
TAN
NCEW
PLIA EN 12004

DS
DAR

选择？ 出于技术和商业的原因，市面

根据 EN12004 标准的瓷砖胶等级分类

ITH EUROPEAN S
TAN
NCEW
PLIA EN 12004

PE
DIS

问题：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瓷砖胶可供

C2E S2

EN
CEM

其实这个题目中，同时隐藏了第二个

ITH EUROPEAN S
TAN
NCEW
PLIA EN 12004

DS
DAR

IN CO
M

如何选择瓷砖胶？

≥1 N/mm2

浇筑混凝土

AA≤3% e AA>3%
≤30

≤60

≤90

≤120

≥120

C2

C2-C2S1/S2

C2-C2S1/S2

C2S1/S2

C2

C2-C2S1/S2

C2-C2S1/S2

C2S1/S2

标准分类为 C2TES1 级别的胶粘剂，

种类似的施工条件下，曾经用过的胶

是具有抗滑移（T）和延长晾置时间

粘剂。或者可通过咨询信任的零售商

瓷砖胶粘剂如何分类（EN12004）？ （E），带有更强粘结力（2）的柔性（S） 或这方面的专家推荐。
1. 根据胶粘剂的化学性质分类：

水泥基胶粘剂。无论胶粘剂的产品名

尽管他们的建议可能有帮助，但并非

● C - 水泥基胶粘剂

称，生产或零售商提供的信息如何，

总是基于经验统计或充足的例证。然

● R - 树脂胶粘剂

这些性能特征都能在产品的技术数据

而，在特殊安装情况下，

● D - 即用型水性胶粘剂

表，或者包装上能查看到。

可以参考如意大利 UNI 11493-1 法

以下是马贝胶粘剂系列的例子：

规中关于瓷砖安装材料，并具体参考

马 贝 瓷 砖 胶 101+ 马 贝 乳 液 112

到欧洲 EN 12004 分类标准中的胶粘

（C2ES2）, 马 贝 轻 型 瓷 砖 胶 S1

剂选用指导，如上表所示。

（C2TES1）, 马 贝 聚 氨 酯 胶 122T

明显地，瓷砖材料成功安装并不仅仅

2. 根据产品性能：
● 1 级粘结力强度
2

≥ 0.5 N / mm²（5 Kg / cm ）

（R2T），马贝高性能瓷砖胶 3（D2T）， 取决于实际的胶粘剂体系，其他因素

● 2 级粘结力强度
2

2

≥ 1 N / mm （10 Kg / cm ）
● F = 快速安装 **
3. 其他特点（非强制性的）*：

马贝瓷砖快胶 115（C2TEFS2）。只

也需要考虑（UNI 11493 – 基面制

看胶粘剂的分类，我们能识别这些胶

备和特性中的双面刮涂法，充足的填

粘剂的特性和性能吗？这些分类对我

缝）。

们意味着什么？让我们看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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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 = 快速安装 **
● E - 延长晾置时间

应用示例

殊类型安装的胶粘剂。掌握这些知识

● T = 抗滑移

让我们想象一下，在意大利大部分

可以降低错选产品的风险，保护消费

● S = 具有柔性

的 建 筑 立 面 上 安 装 瓷 砖。 需 安 装

者权益，且提高与此相关专业人员的

400mm x 400mmx 8mm 厚 的 瓷 砖

技术水平。

（仅限于水泥基胶粘剂）
综合上述情况，根据欧洲 EN 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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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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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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co Albelice.
意大利马贝技术服务部

你问我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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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泥基填缝剂是否具有吸收性？

面积施工下，更容易和更快速），填

一般来说，水泥基的填缝混合料是多

缝剂施工后，过快清洁瓷砖，也会影

孔的。吸收性可通过正确配比混合物

响最终的性能：过多的水分会分离填

中各成分的剂量（水泥、骨料和添加

缝剂的成分，使其变薄弱和多孔，变

剂）以及混合物中添加的水分而减少。 成与最初颜色不一致。
可以通过添加适当的特殊添加剂达到

不完全干燥的基面会将水分渗透至填

一定的防水功能，但并不代表能完全

缝浆料中，并影响填缝剂的表观。在

不渗透。请谨记，瓷砖 / 填缝系统产

这种情况下，许多类型的水泥基填缝

品并不能保证瓷砖表面是不渗水的。

剂会被表面的盐分所影响。如果水分

防水性能需视乎防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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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导致水泥基填缝剂变色？

时的天然产物）。当石灰与空气接触

一个字，水。事实上，有几个因素导

时，它形成碳酸钙。
填缝剂就具有耐酸和防渗的性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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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缝宽应该是多宽？

厨房的工作台面，屠宰场，啤酒厂，

的水分（可添加至填缝剂中使其在大

一般来说，缝宽不可少于 2mm（参

奶制品厂或类似的环境，我们建议使

考意大利 UNI 11493,7.10.2 标准）。

用（非强制性）环氧树脂类的填缝剂

设计阶段就应将砖缝缝宽确定：材料

进行砖缝的填充。当家庭环境中如厨

膨胀系数（瓷砖、基面等），瓷砖铺

房，厕所等，使用本产品有三项常规

贴的形状，瓷砖尺寸等参数都在设计

注意事项：

阶段时，以合理的精度来计算缝宽尺

1. 彻底搅拌本品的两个组分。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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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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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的清洁测试。
Marco Albelice.
意大利马贝技术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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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商风采

下图 . 左起：
常州经销商——唐总
马贝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郭金荣

记者：孙智勇

常州
唐总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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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总在常州油漆涂料行业打拼 10 年 力的强大。马贝的故事太多，在此，
有余，对于瓷砖胶与防水行业早有接 不过多的叙述马贝在建筑工程方面的
触，市面上常见的一些国内外品牌产 成就。
品，都有不同深层次的合作。但所碰 未雨绸缪，砥砺前行，服务永恒！
到的品牌却是令人非常失望的，而深 任何成功者成名者，绝非偶然。做好
受其害的，尤其是无辜的消费者。
一件事情先前付出的都是枯燥乏味
“未接触马贝之前，我以为瓷砖胶是 的，不被常人理解甚至引来他人的嘲
按包装文字说明购买的（如：仿古砖 笑。当初选择马贝，就不被众人看好，
瓷砖胶，重型粘合剂，釉面砖胶等）。 别人背后窃窃私语的冷笑声，当时心
由于一些企业的大势宣传，甚至是行 里上的巨大压力，无言以表。因为我
业内较知名的企业，导致部分客户朋 是一个地道的农村 80 后，在没有资
友会错误选择瓷砖胶粘剂产品，发生 金，没有社会关系的前提条件下，在
瓷砖脱落伤及客户，当然事情的后果 一个大城市发展创业是非常艰辛的，
都是自己赔付。所以，我才花了很多 怎么办？怎么干？这是我日夜所思的
时间，潜心了解在这个领域的领导者 重头案！
之一：意大利马贝集团！”
马贝集团虽然在行业内是众人熟知
以技术营销加服务为核心点，摒弃传 的，影响力非常大。但是在中国零售
统的市场营销模式，发展马贝！
市场，由于没有广告上的投入，并不
结果证明是可行的，并得到客户的一 被国人所知晓，推广起来非常不顺畅，

携手马贝，
实有相恨见晚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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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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贝硅酮密封胶 AC
强大源于多种颜色可供选择

MAPEI SEALANTS.

Strength comes in many col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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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贝硅酮密封胶 AC

Mapesil AC

颜色选择范围广

EXTENSIVE RANGE
OF COLOURS

防菌

MOULD RESISTANT

www.mapei.com.cn

防水

WATERPROOF

无溶剂

SOLVENT-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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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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贝 专业领域，为您而建

www.mapei.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