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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施工說明:

    1.1 施工前表面清理。

    1.2 奈米底漆：使用奈米底漆將施工表面塗佈乙道，單位用量

        0.2kg/m²，養護時間4~8小時。

    1.3 水性丙烯瀝青防水膠：使用水性丙烯瀝青防水膠將施工表

        面全面塗佈，單位用量0.5kg/m²，養護時間12~18小時。

重覆施作二道。

    1.4 水性丙烯瀝青防水膠/補強菱格網：使用水性丙烯瀝青防水

膠將施工表面全面塗佈第三道，單位用量1.5kg/m²，同時

貼上補強菱格網，養護時間12~18小時。

    1.5 水性丙烯瀝青防水膠：使用水性丙烯瀝青防水膠將施工表

        面全面塗佈第四道，單位用量0.5kg/m²，養護時間12~18小時。

    1.6 高分子複合式防水材：使用高分子複合式防水材塗佈於表

        面，單位用量1kg/m²。

    1.7 高分子複合式防水材：使用高分子複合式防水材塗佈於表

        面，單位用量1kg/m²。

屋頂(陽台、露台)(夾層)施工圖

砌地磚

XY-109高分子複合式防水材
XY-201水性丙烯瀝青防水膠
XY-201水性丙烯瀝青防水膠/補強菱格網

XY-001奈米底漆
整體粉光
結構體

XY-109高分子複合式防水材

1
6

XY-201水性丙烯瀝青防水膠

註：本圖說尺寸斷面僅供參考

6.施工說明:

   6.1 外牆及女兒牆防水層建議施作在粗粉刷層表面，養護7天以上。
   6.2 檢查點: 粗粉刷表面應平整，有孔洞應先補平。
   6.3 前處理: 表面水泥殘渣應先刮除。
   6.4 接著層: 將奈米底漆加水1倍稀釋，澆淋於施工表面，30分鐘後
      ，底漆已經吸乾部分，
       繼續塗佈，直到表面成膜為止，養護時間2~4小時 。
   6.5 彈性層: 將單液彈性防水塗料全面塗佈，養護時間4~6小時。重覆施作三道。
   6.6 面層: 將外牆彈性防水塗料全面塗佈，養護時間6~8小時。重覆施作三道。

外牆及女兒牆施工圖6
6

粗粉刷基礎

單液彈性防水塗料/補強菱格網
單液彈性防水塗料

單液彈性防水塗料
奈米底漆

高分子複合式防水材
天花板

污水管

防水層

防水層

註：本圖說尺寸斷面僅供參考

浴廁施工圖4
6

4.施工說明:

     4.1 施工表面要求粗粉刷，養護7天以上。
     4.2 檢查點: 表面水分含量8%以下。
     4.3 前處理: 表面水泥殘渣應先刮除。凹洞填補，
         減低起鼓或其他缺陷產生。
     4.4 接著層: 將奈米底漆加水1倍稀釋，澆淋於施工
         表面，30分鐘後，底漆已經吸乾部分，繼續塗
         佈，直到表面成膜為止，養護時間2~4小時 。
     4.5 彈性層: 將單液彈性防水塗料全面塗佈，養護時
         間4~6小時。重覆施作二道。
     4.6 彈性層: 將單液型防水塗料全面塗佈第三道，角隅部
         分接著貼上補強菱格網，表面立即塗佈單液型
         防水塗料第四道，養護時間8~12小時。
     4.7 介面層: 將高分子複合式防水材與骨材按比例
         混合均勻，使用滾筒全面塗佈，養護時間6~8
         小時。重覆施作二道。

窗框施工圖3
6

註：本圖說尺寸斷面僅供參考

3. 施工說明:

    3.1 窗框防水層建議施作在粗粉刷層表面，養護7天以上。
    3.2 檢查點: 粗粉刷表面應平整，有孔洞應先補平。
    3.3 施作範圍: 窗框四周約20公分寬，四個角落延伸約40~50公分，如示意圖所示。
    3.4 接著層: 將奈米底漆加水1倍稀釋，澆淋於施工表面，30分鐘後，底漆已經吸乾
        部分，繼續塗佈，直到表面成膜為止，養護時間2~4小時 。
    3.5 彈性層: 塗佈單液彈性防水塗料，養護時間4~6小時。
    3.6 彈性層: 塗佈單液彈性防水塗料同時貼上補強菱格網，養護時間4~6小時。
    3.7 彈性層: 塗佈單液彈性防水塗料，養護時間4~6小時。
    3.8 介面層: 塗佈高分子複合式防水材，養護時間4~6小時。
    3.9 介面層: 塗佈高分子複合式防水材，養護時間4~6小時。

樓層接縫施工圖2
6

註：本圖說尺寸斷面僅供參考

屋頂樓梯間頂版施工圖5
6

5.施工說明:
  5.1 施工表面要求整體粉光，養護28天以上。
  5.2 檢查點: 表面水分含量8%以下。
  5.3 前處理: 全面研磨，增加表面粗糙度。凹洞填補，減低起鼓或其他
      缺陷產生。
  5.4 接著層: 將奈米底漆加水2~3倍稀釋，倒入施工表面，淹水高度1~2mm
     ，30分鐘後，殘留底漆掃開，繼續乾燥，表面未殘留部分繼續塗佈，
     養護時間2~4小時 。
  5.5 黏著層: 將單液 彈性 防水塗料全面塗佈，養護時間4~6小時。重覆施作二道。
  5.6 黏著層: 將單液 彈性 防水塗料全面塗佈第三道，接著貼上補強菱格網，表面
      立即塗佈單液 彈性 防水塗料第四道，養護時間8~12小時。
  5.8 整平層: 將高分子複合式防水材A劑與骨材按比例混合均勻，使用平
      板鏝刀將補強菱格網接縫處及表面填補平整，養護時間6~8小時。
  5.9 第一道面層: 將地坪防水面漆攪拌均勻，全面塗佈，養護時間6~8小時。
  5.10 第二道面層: 將地坪防水面漆攪拌均勻，全面塗佈，養護時間6~8小時。
  5.11 透明保護層: 使用透明面漆全面塗佈，養護時間6~8小時。
  5.12 養護時間: 24小時以上(23°C)。

結構體

XY-393單液彈性防水塗料
XY-109高分子複合式防水材

XY-393單液彈性防水塗料/補強菱格網
XY-001奈米底漆

XY-109高分子複合式防水材
磁磚或抿石子

結構體

樓層接縫

防水層

填縫層

2. 施工說明:

     2.1 樓層接縫防水層建議施作在結構體表面，養護28天以上。
     2.2 前處理: 清除樓層接縫內的雜物，打除高低不平處。
     2.3 施作範圍: 樓層接縫兩側約20公分寬。
     2.4 填縫層: 使用磁磚填縫劑將接縫填補平整。
     2.5 接著層: 將奈米底漆加水1倍稀釋，澆淋於施工表面，30分鐘後，
         底漆已經吸乾部分，繼續塗佈，直到表面成膜為止，養護時間
         2~4小時 。
     2.6 彈性層: 塗佈單液彈性防水塗料同時貼上補強菱格網，養護
         時間4~6小時。
     2.7 彈性層: 塗佈單液彈性防水塗料，養護時間4~6小時。
     2.8 介面層: 塗佈高分子複合式防水材，養護時間4~6小時。
     2.9 介面層: 塗佈高分子複合式防水材，養護時間4~6小時。

防水工程

落水頭

A1

備註：1.預留管切齊，防水層包覆至管內，再固定落水頭。
      2.女兒牆跟屋頂交接處做在結構體上。如圖示A1位置
      3.本圖說尺寸斷面僅供參考

防水層

XY-393
XY-393

防水層詳圖：

高分子複合式防水材

XY-700地坪 防水面漆

高分子複合式防水材
單液彈性防水塗料
單液彈性防水塗料/補強菱格網

奈米底漆
整體粉光
結構體

XY-700地坪 防水面漆

單液彈性防水塗料

落水頭

A1

備註：1.預留管切齊，防水層包覆至管內，再固定落水頭。
      2.女兒牆跟屋頂交接處做在結構體上。如圖示A1位置
      3.本圖說尺寸斷面僅供參考

透明面漆

單液彈性防水塗料

單液彈性防水塗料

XY-201水性丙烯瀝青防水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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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施工說明:

    1.1 原有基礎表面全面清理。

    1.2 底漆：使用奈米底漆將施工表表面全面塗佈乙道，養護時間2~4小時。

    1.3 防水層：使用單液 彈性 防水塗料將施工表面全面塗佈，養護時間4-8小

時。重覆施作二道。

    1.4 防水層：使用單液 彈性 防水塗料將施工表面塗佈第三道，同時貼上補強

菱格網，養護時間4-8小時後，塗佈第四道，養護時間4-8小時。

    1.6 接著層：使用高分子複合式防水材塗佈於施工表面，塗佈二道，養護

時間4-8小時。

    1.7 面漆：使用 地坪防水面漆塗佈於施工表面，塗佈二道 ，養護時間4-8小

時 。

　　1.8 保護面層: 使用透明面漆塗佈於表面 ，養護時間4-8小時 。

屋頂防水

XY-710透明面漆

高分子複合式防水材(二道)

單液彈性防水塗料

單液彈性防水塗料/補強菱格網

奈米底漆
整體粉光

結構體

XY-700地坪防水面漆(二道)

1
6

單液彈性防水塗料

6
6地坪外露頂版防水(植栽區)4

6

4.施工說明:

     4.1 結構體表面，全面清理。
     4.2 使用底油全面塗佈於施工表面。
     4.3 使用瀝青膠施作於底油表面。
     4.4 全面鋪設斷根毯。
     4.5 全面鋪設排水板。
     4.6 全面鋪設長纖濾水不織布。

地下室外牆防水(含1.5mmPS板)3
6

註：本圖說尺寸斷面僅供參考

3. 施工說明:

    3.1 原有基礎表面全面清理。

    3.2 底漆：使用強化底漆將施工表表面全面塗佈乙道，養護時間2~4小時。

    3.3 防水層：使用水性丙烯防水膠將施工表面全面塗佈，養護時間4-8小時。
        重覆施作三道。
    3.4 PS保護板:全面鋪設PS保護板。

屋頂防水隔熱2
6

筏基、電梯機坑防水5
6

5.施工說明:
  5.1 施工表面全面清理。
  5.2 防水粉刷：將水泥、砂及自癒型水泥添加劑按比例混合均勻，
      鏝塗於施工表面，施作厚度2cm以上。

防水工程

落水頭

A1

備註：1.預留管切齊，防水層包覆至管內，再固定落水頭。
      2.女兒牆跟屋頂交接處做在結構體上。如圖示A1位置
      3.本圖說尺寸斷面僅供參考

底油
瀝青膠
斷根毯

結構體表面清理

植栽用蓄排水板
長纖維濾水不織布
覆土植栽區

註：本圖說尺寸斷面僅供參考

PS

防水粉刷(泥作:2cm以上)

混合比例
水泥:砂:自癒型水泥添加劑XY-0091
= 50:150:2

註：本圖說尺寸斷面僅供參考

XY-710透明面漆

XY-109高分子複合式防水材(二道)

單液彈性防水塗料

單液彈性防水塗料/補強菱格網

奈米底漆
整體粉光

結構體

XY-801-3斷熱塗料(二道)

單液彈性防水塗料

落水頭

A1

備註：1.預留管切齊，防水層包覆至管內，再固定落水頭。
      2.女兒牆跟屋頂交接處做在結構體上。如圖示A1位置
      3.本圖說尺寸斷面僅供參考

  2.施工說明:

    2.1 原有基礎表面全面清理。

    2.2 底漆：使用奈米底漆將施工表表面全面塗佈乙道，養護時間2~4小時。

    2.3 防水層：使用單液 彈性 防水塗料將施工表面全面塗佈，養護時間4-8小
時。重覆施作二道。

    2.4 防水層：使用單液 彈性 防水塗料將施工表面塗佈第三道，同時貼上補強

菱格網，養護時間4-8小時後，塗佈第四道，養護時間4-8小時。

    2.6 接著層：使用高分子複合式防水材塗佈於施工表面，塗佈二道，養護

時間4-8小時。

    2.7 面漆：使用 斷熱塗料塗佈於施工表面，塗佈二道 ，養護時間4-8小時 。

　　2.8 保護面層: 使用透明面漆塗佈於表面 ，養護時間4-8小時 。

單液彈性防水塗料
單液彈性防水塗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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