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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迪士尼乐园
雷帝为该项目战略供应商

60多年的持续创新(SINCE 1956)
在过去超过60年的时间里，雷帝产品以其安全、环保、使用便利在业界被广泛接受。雷帝公司在同行业内率先通过
ISO9001认证。经过多家独立权威机构的检测，达到并超过所有现行规范标准的要求。如：ANSI、EN、JC/T、ISO、GB等。

雷帝（LATICRETE）国际成立于1956年，是世

雷帝的胶粘剂、填缝剂及密封胶都具有抗冲击、耐气候和抗冻融的特点。雷帝安装体系施工性能优越，可大大提高施工效率。

界上瓷砖和石材安装系统历史悠久的建筑化学公司。

雷帝填缝剂有多种颜色，防水产品可与不同色彩瓷砖石材配合使用，铺贴效果满足各种设计风格。有抗霉菌标志的雷帝安

雷帝国际总部位于美国康涅迪克州，目前在包括美

装系统能有效抑制霉菌的滋生及其导致的污渍。雷帝提供“10年、15年以及终身体系质量保证”，提供从方案设计、人员

国、墨西哥、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中国、阿

培训、技术规范的制定、现场质量监督到工程验收的及时全面细致的技术支持。

联酋、意大利、西班牙在内的多个国家拥有27个生
产基地，在100个以上的国家进行销售，是全球最
大的瓷砖和石材安装系统的供应商之一，同时拥有
完整的地坪、彩色饰面砂浆和石材养护产品线。雷
帝地坪，包含水泥基自流平、混凝土抛光系统、高
性能聚天冬氨酸酯地坪系统，2015年通过和美国开
睿公司的战略合作，全面进军环氧磨石领域，可同

GREENGUARD

时满足对设计、色彩和实用性的多种需求。雷帝饰
面砂浆系统，适用于室内外墙面，可通过改变粒径
大小和刮擦手法，实现不同风格的艺术效果。
雷帝中国公司于2007年成立于上海，2008年
建成了集生产研发于一体的上海制造中心，2016年
建成了惠州制造中心，能够研发和生产干粉、乳液、
环氧类系列产品，辐射范围覆盖东亚、东北亚及东
南亚大部。
60多年前，雷帝公司的创始人罗斯伯格博士发
明了瓷砖和石材薄底施工技术，彻底改变了传统的
安装方法，带来了瓷砖和石材应用领域的一场革命。
60多年来，雷帝公司推出新的产品和技术，一直保
持在瓷砖和石材安装体系领域的领先地位，产品应
用于世界五大洲难以计数的工程项目，包括美国纽
约世贸中心、美国华盛顿地铁、法国金麦穗纪念塔、

企业荣誉

阿联酋迪拜伯爵阿拉伯大酒店、马来西亚双子星
塔、中国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上海环球金融

上海雷帝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

荣获2007年度预拌砂浆和墙体保温行业

上海雷帝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十大国际品牌

荣获 2008年度CISE
中国石材业技术领先五星级企业

中国建筑业协会材料分会 国家建筑材料展贸中心
二〇〇八年四月·北京

中心、北京希尔顿大酒店、五棵松文化体育中心、
上海半岛酒店、北京国贸三期、深圳华润幸福里、
百威啤酒厂（佛山）、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等。
鉴于罗斯伯格博士和雷帝公司对瓷砖和石材安

CISE中国石材业风云榜组委会
二〇〇九年二月

装系统的杰出贡献，罗斯伯格博士被选入代表瓷砖
和石材行业最高荣誉的美国瓷砖分销商协会终身成
就奖。2007年，美国康涅狄克州政府授予雷帝国际
优秀家族企业奖。雷帝不仅是专业的材料生产商，
而且还是为瓷砖石材安装提供解决方案的专家。雷
帝安装体系适用性广、高强度、耐候性好、抗震、
抗裂、防霉、抗污，为各类基面、各类饰面材料、
各种不同环境的瓷砖石材安装提供合适的安装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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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项目的安装系统时，请考虑雷帝产品的质量保证体系。该体
系物超所值，选用该体系将解除您的后顾之忧。
雷帝公司为商业建筑及民用住宅提供产品质保体系 我们在行业中已
有60 年的经验．具有真正的质量保证。60多年来雷帝公司安装系统
广泛应用在全球范围内包括各种极端气候环境条件下工业、商业及
住宅工程。

雷帝3701乳液+雷帝226预拌厚底砂浆

雷帝3701乳液+雷帝226预拌厚底砂浆

雷帝3642乳液+雷帝226预拌厚底砂浆

雷帝3642乳液+雷帝315胶粘剂
雷帝3642乳液+雷帝315胶粘剂

+根据规范，在预留伸缩缝、墙角、不同平面交接处、管道节点、及不同类型材
料交接处等位置需要使用柔性密封胶进行处理。
注意事项：
1. 不包括在室外木材及钢结构上的安装。
2.在伸缩缝、预留管道边缘、墙角、表面高低不平处及其他与瓷砖石材性能迥异
的临近连接处，需要按照美国行业标准细则EJ171的条款配合使用柔性密封胶。

卫生间安装系统

雷帝安装系统介绍

雷帝安装系统介绍

外墙饰面砖安装系统

工业墙地面安装系统

翻新系统

泳池安装系统

雷帝外墙饰面砖安装系统由一系列相互匹配的材料构成，
具有粘结强度高、抗冻融、耐热、抗震等特点，大大减少
瓷砖石材脱落的可能。该系统适用于不同基面和不同饰
面材料，已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

雷帝工业砖安装系统由抗化学腐蚀的胶粘剂和填缝剂组成，
保证了工业砖的美观耐久和维护便捷。该系统广泛应用于酿
酒厂、乳制品厂、食品加工车间、制药厂等工业加工区域和
对环境有苛刻要求的商业厨房、快餐连锁店等场所，是工业
瓷砖石材安装的首选。

雷帝翻新系统能够在不敲除旧面材的情况下，直接铺贴
新的面材，大大减少安装时间，降低装成本。

雷帝泳池安装系统适用于混凝土泳池和不锈钢泳池，作为一
套应用历史超过50年的成熟系统，具有防水效果好、兼容
性强、可适应各种气候环境的特点，是竞赛池、普通泳池、
温泉池、SPA池景的理想选择。该系统的知名成功案例包括
水立方、悉尼奥林匹克水上中心等项目。

外墙砖
雷帝1300彩色
防霉填缝剂

原有瓷砖/石材

混凝土
雷帝9255防水膜

雷帝4237乳液+雷帝211预拌薄底砂浆

雷帝254高级多功能胶粘剂界面层
雷帝3701乳液+226预拌厚底砂浆
雷帝300环氧胶粘剂/254高级
多功能胶粘剂
工业砖

雷帝315胶粘剂

新的瓷砖/石材
雷帝1500/1600系列彩色防
霉填缝剂+雷帝1776填缝添
加剂/幻彩全效环氧填缝剂

雷帝2000工业环氧填缝剂

雷帝1500/1600系列彩色防霉
填缝剂+雷帝1776填缝添加剂
泳池砖/泳池马赛克
胶粘层：雷帝4237乳液
+雷帝211预拌薄底砂浆
保护层：雷帝4237乳液
+雷帝211预拌薄底砂浆
防水层：雷帝9255防水膜
找平层：雷帝3701乳液
+雷帝226预拌厚底砂浆

混凝土

界面剂：雷帝4237乳液
+雷帝211预拌薄底砂浆
混凝土池体

图1.外墙饰面砖安装系统

符合国家建筑标准图集09CJ19面砖、石板外墙面
做法P14
粘结强度高，耐候性好，安全美观
薄底法安装，可大大节省人工，减轻建筑物整体
重量
适用于多种基面
施工便捷，维护费用低

图2.工业砖安装系统构造图

符合国家建筑标准图集12J304地砖面层薄型楼
地面P78
可满足更大载荷的工业地面的要求
可抵抗绝大多数工业常用酸碱化学物质的腐蚀
卓越的抗污能力，可进行整体清洗
使用寿命长，维护成本低

图3.翻新系统构造图

符合北美瓷砖协会TCNA瓷砖安装手册做法
TR712
系统与基面，粘结强度高，匹配性好
基于客户的不同需求，可提供针对性的解决
方案
无需去除基面原有旧面材，可在旧面材上直
接安装新面材
解决了建筑物翻新施工难、成本高、建筑垃
圾难处理等问题

图4.泳池安装系统构造图

符合国家建筑标准图集13J933-U泳池场地构造做法
P136
“刚柔结合、多道设防、复合防水” 的防水理念，
极大降低漏水可能性
系统采用丁苯胶乳防水及胶粘填缝材料，高度兼容
环保性好，符合奥运水质要求及饮用水规范
工艺先进成熟

人造石安装系统

厨卫安装系统

雷帝人造石安装系统采用针对性的高强、具有一定柔性、
快速干燥的专业人造石胶粘剂和透气的填缝剂，能有效解
决人造石空鼓、起翘、崩边等常见安装问题。雷帝人造石
安装系统每年为数百万平米的人造石保驾护航。

雷帝厨卫安装系统，由防水抗污的环氧填缝剂、高柔高强的
丁苯胶乳专业管道处理防水、极佳防水性的JSⅡ型大面防水
和专业的粘接材料组成，为厨卫提供360度无死角的防水贴
砖保护。

雷帝1600系列系列彩色防霉填
缝剂+雷帝1776填缝添加剂
人造石

雷帝胶粘剂

胶粘剂：雷帝人造石胶粘剂
找平层：雷帝3701乳液+雷帝
226预拌厚底砂浆
界面层：雷帝4237乳液+211
预拌薄底砂浆
混凝土

雷帝填缝剂

雷帝3701乳液+雷帝226预拌厚底砂浆
混凝土

图5.人造石安装系统构造图

符合国家建筑标准图集12J304人造石板面层P88
双组份丁苯胶乳改性胶粘剂，强度高，可降低石
材受温度应力的影响
包含材料选择、施工方法、设计的全面工艺
延长人造石使用寿命，降低维护成本
施工便捷，缩短工期

天然石材室内外墙面湿贴系统

雷帝9237防水膜/雷帝9227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
雷帝硅酮密封胶
地漏

图6.厨卫安装系统构造图

参考北美瓷砖协会TCNA瓷砖安装手册做法B414
系统兼容性好，粘结力高
点面结合、多道设防的防水工艺
系统兼容性好，不掉砖
抗菌防霉，经久耐用

雷帝天然石材室内外墙面湿贴系统采用高性能胶粘剂直接
薄贴墙面石材，可大大降低工程造价，节省空间和建筑载
荷，同时具有极佳的安全性，避免石材病变。

符合国家建筑标准图集09CJ19面砖、石板外墙
面做法P14
无需龙骨施工，且可采用薄层石材，大大节约
成本
施工厚度薄，大幅节约空间
采用抗泛碱抗渗材料，避免石材病变
国外成熟工艺，安全可靠

天然石材
雷帝1500/1600系列彩色防霉
填缝剂+雷帝1776填缝添加剂

雷帝4237乳液+211预拌薄底
砂浆

雷帝3701乳液+雷帝226预
拌厚底砂浆

混凝土

图7.天然石材室内外墙面湿贴系统构造图

产品应用选用表
雷帝瓷砖石材安装系统胶粘剂选用指南
面材类型

楼板隔音系统
雷帝楼板隔音系统，是由100%的橡胶隔音垫和专用的高性能胶粘剂组成，与发泡橡胶等同类产品相比，隔音效果优异，安
装简单方便，适用于酒店、医院、商业楼等楼面撞击声隔音，尤其适用于空间有限的场合。

陶瓷薄板

符合国家建筑标准图集12J304地砖、石板面层隔声楼面P175
系统产品性能协调，功能互补，强度高
纯橡胶制品，隔音效果最优
5mm厚隔声减振垫的撞击声改善可达23dB，达到国家特级标准要求
自重轻，厚度薄，尤其适用于空间有限和下层天花板无法变更的场合
瓷砖/石材，雷帝填缝剂填缝
胶粘层：雷帝4237乳液+雷帝211
预拌薄底砂浆
找平层：雷帝3701乳液+雷帝226预拌
厚底砂浆
40mmC20细石混凝土配双向
φ4@150钢筋网

雷帝隔音垫层
找平层：雷帝3701乳液
+雷帝226预拌厚底砂浆
钢筋混凝土楼板

应用环境

安装方法

室外墙面

薄底法

L4237+L211

室外地面

薄底法

L3642+L315

薄底法

L3642+L315

点粘法

L310

室内地面

薄底法

L3642+L315

室内墙面

薄底法

L735

薄底法

L735

半干湿法

L735

混凝土、
砂浆找平层

瓷砖/石材

室内地面

雷帝1500/1600系列彩色防霉
填缝剂+雷帝1776填缝添加剂
雷帝4237乳液+雷帝
211预拌薄底砂浆

室内墙面

薄底法

L4237+211

室内地面

薄底法

L4237+211

游泳池

薄底法

L300

游泳池

薄底法

L4237+L211

室外墙面

薄底法

L4237+L211

薄底法

L3642+L315

半干湿法

L3642+L315

薄底法

L4237+L211

点粘法

L310

薄底法

L325

半干湿法

L325

人造石英石

雷帝4237乳液+雷帝
211预拌薄底砂浆

泳池砖/泳池
马赛克

混凝土

不锈钢

隔音密封胶

室外地面

天然石材
室内墙面

图8.楼板隔音系统构造图

图9.楼板隔音系统构造图
混凝土、
砂浆找平
层

室内地面

室外墙面

室外地面
室内墙面

玻化砖

室内地面

硅酸钙板等

薄底法

L4237+L211

薄底法

L3642+L315

半干湿法

L3642+L315

薄底法

L3642+L315

薄底法

L325

半干湿法

L325

室内墙面

薄底法

L4237+L211

室内墙面

薄底法

L3642+L315

室内墙面

薄底法

L300

外墙砖

室外墙面

薄底法

L3642+L315

纸皮砖

室外墙面

薄底法

L3642+L3215

陶瓷、石材
及玻璃马赛克
金属马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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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粘剂推荐配置

室内墙面

人造大理石

雷帝隔音垫层

高韧性PE膜

基面类型

混凝土、砂
浆找平层

备注

需确认基面稳定，及应用在抗冲击
等满足要求

如人造石材尺寸超过1m，则石材自
身容易出现变形。这种情形不建议半
干湿法安装，而推荐使用L300或L735
采用薄底法安装。

石英石不建议采用半干湿法

1）对于室内外墙面，如果石材尺寸
大于600mm*600mm，或者石材厚
度不小于20mm的情形，须推荐满
足C2T等级的粘结剂。对于厚度达到
及超过30mm的石材，需现场做样
及和技术部门沟通确认应推荐的粘
结剂类型。2）对于点粘法，请仔细
阅读L310相关文件。3)天然石材胶
粘剂的选用还与六面防护剂的性能
有关，防护剂性能越好，对天然石
材胶粘剂的性能要求越高。

1）玻化砖尺寸宜小于
600mm*600mm,如果外墙粘贴尺寸
更大的玻化砖，则必须使用
L4237+L211。
2）施工过程非常重要，必须严格按
照规范和要求进行，玻化砖属于难以
安装的材料，否则容易出现问题。
3）硅酸钙板上不宜贴尺寸大于
600*600mm的玻化砖。

相关说明：1）以上推荐为典型性推荐，不可能包含工程现场所有可能的信息。如遇到工程现场信息与该推荐列表不一致之处，请与技术服务
部门联系并谨慎推荐产品；2）请注意各推荐方案后面对应的备注内容；3）以上所有推荐都是基于规范施工为前提。亦即按照以上方式推荐产
品，如果施工过程未按规范进行，工程亦可能出现问题；4）无论室内外各种应用，伸缩缝的设置都是非常重要的，严禁进行无缝铺贴各种瓷
砖或石材；5）在各种伸缩缝上面禁止铺贴瓷砖或石材；6）对于薄板、天然石材、玻化砖、人造石等典型石材，背涂的做法特别重要，应该用
镘刀直边用力将胶粘剂在面材背面刮涂2-3mm厚，然后再将胶粘剂涂抹到期望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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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帝305胶粘剂
雷帝305是一种聚合物改性基本型水泥基薄底胶粘剂。加水搅拌使用，可用于外墙粘贴非瓷质小条
砖、室内墙地面粘贴非瓷质砖。
粘结强度，降低非瓷质砖脱落风险
抗滑移，贴小砖无需支撑
保水性好，非瓷质砖无需泡水
包装：25公斤/包；灰色/白色两色可选

雷帝325高级胶粘剂
雷帝325是一种聚合物改性快干普通型水泥基薄底胶粘剂。加水搅拌后，可用于需要快速投入使用项目
的室内墙地面玻化砖、石材粘贴和室内墙面马赛克粘贴。
符合JC/T 547-2005标准C1F等级要求
快速干燥，施工24小时后即可正常投入使用
聚合物改性，与低吸水率面材如玻化砖具有良好粘结强度
耐候性好，既能适应北方寒冷天气，也可适应南方高温湿热天气
保水性好，瓷砖无需泡水
包装：25公斤/包；灰色/白色两色可选

雷帝315胶粘剂
雷帝315是一种聚合物改性普通型水泥基薄底胶粘剂。加水搅拌使用，可用于室内墙地面粘贴
玻化砖、天然石材，室内墙面粘贴马赛克，也可用于粘贴外墙小条砖。
符合JC/T 547-2005标准C1T等级要求
聚合物改性，与低吸水率面材如玻化砖具有良好粘结强度
耐候性好，既能适应北方寒冷天气，也可适应南方高温湿热天气
抗滑移，贴小砖无需支撑
保水性好，瓷砖无需泡水
包装：25公斤/包；灰色/白色两色可选

雷帝335特级胶粘剂
雷帝335是一种聚合物改性增强型水泥基薄底胶粘剂，加水搅拌后，可用于室内墙地面粘贴陶瓷薄板、
大尺寸玻化砖、大尺寸天然石材，墙地面和浸水区域粘贴马赛克，粘贴泳池砖。
符合JC/T 547-2005标准C2T等级要求
优异的粘结强度和适度的柔性，能有效抵御大尺寸面材的热胀冷缩
耐候性好，既能适应北方寒冷天气，也可适应南方高温湿热天气
耐水性好，能长期抵御水的侵蚀
抗滑移，贴小砖无需支撑
保水性好，瓷砖无需泡水
包装：25公斤/包；灰色/白色两色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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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帝720人造石胶粘剂
雷帝720是一款专为人造石墙地面安装设计的超快干普通型水泥基胶粘剂，可用于室内墙地面人
造岗石、人造石英石的粘贴，也非常适合作为室内墙地面瓷砖、石材的极速翻新。
符合JC/T 547-2005标准C1TF等级要求
6小时极速干燥，减小胶粘剂强度形成过程中人造石热胀冷缩的影响
6小时极速干燥，减小碱性水分对人造石的侵蚀
6小时后即可上人行走
聚合物改性，与人造石粘结强度好
包装：25公斤/包；灰色/白色两色可选

雷帝725人造石专用胶粘剂
雷帝725是一款专为人造石墙地面安装而设计的快干普通型水泥基胶粘剂。可用于室内墙地面人
造岗石、人造石英石的粘贴。
符合JC/T 547-2005标准C1TF等级要求
24小时快速干燥，减小胶粘剂强度形成过程中人造石热胀冷缩的影响
24小时快速干燥，减小碱性水分对人造石的侵蚀
24小时后即可上人行走
聚合物改性，与人造石粘结强度好
包装：25公斤/包；灰色/白色两色可选

雷帝730是一款专为人造石墙地面安装而设计的超快干增强型水泥基胶粘剂。可用于室内墙地面
人造岗石、人造石英石的粘贴，也非常适合作为室内墙地面原有瓷砖石材面上贴砖的极速翻新。
符合JC/T 547-2005标准C2TF等级要求
6小时极速干燥，减小胶粘剂强度形成过程中人造石热胀冷缩的影响
6小时极速干燥，减小碱性水分对人造石的侵蚀
6小时后即可上人行走
聚合物含量高，与人造石粘结强度优异
包装：25公斤/包；灰色/白色两色可选

雷帝735人造石胶粘剂
雷帝735是一款丁苯胶乳改性的双组份增强型水泥基薄底胶粘剂，是室内墙地面人造石粘贴的理
想材料。
符合JC/T 547-2005标准C2TF等级要求
丁苯胶乳改性，与人造石粘结强度优异
超过300万平米人造石应用案例
24小时快速干燥，减小胶粘剂强度形成过程中人造石热胀冷缩的影响
24小时快速干燥，减小碱性水分对人造石的侵蚀
24小时后即可上人行走
包装：25公斤/包+20公斤/桶；灰色/白色两色可选

雷帝马赛克专用胶粘剂

雷帝300环氧胶粘剂

雷帝马赛克专用胶粘剂是一款专为马赛克安装而设计的聚合物改性水泥基二合一产品，可同时作为
马赛克的粘贴材料和填缝材料，用于室内墙面安装陶瓷马赛克、石材马赛克、玻璃马赛克。

雷帝300是一款三组份的环氧树脂薄底胶粘剂，具有远超水泥基胶粘剂的性能，
特别适合作为极端环境（如工厂、实验室腐蚀环境）、极特殊基材（如不锈钢、
蜂窝铝板）、极特殊面材（如水敏性石材、金属马赛克）的粘贴材料。

粘结填缝二合一，无需清缝且不怕透底
多种颜色可供选择，满足效果需求
外观细腻，不会刮花马赛克表面
聚合物改性，粘结强度好
包装：20公斤/包；白色

雷帝3642乳液+雷帝315胶粘剂
雷帝3642乳液与雷帝315胶粘剂，是一款丁苯胶乳改性增强型双组份水泥基薄底胶粘剂，可用于室
内墙地面粘贴大尺寸瓷砖、大尺寸石材、陶瓷薄板、人造石，室内外墙地面粘贴马赛克。
符合JC/T 547-2005标准C2TF等级要求
丁苯胶乳改性，与多种面材粘结强度优异
优异的耐候性，可用于室外，能适应南方的湿热和北方的寒冷
24小时快速干燥，可满足快速通行要求
抗垂流，贴小砖无需支撑
包装：25公斤/包+20公斤/桶；灰色/白色两色可选

雷帝4237乳液+雷帝211预拌薄底砂浆
雷帝4237乳液与雷帝211预拌薄底砂浆，是一款丁苯胶乳改性双组份水泥基薄底胶粘剂。作为世界
上第一款薄底胶粘剂和雷帝的第一款产品，目前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应用超过60年，是各种严苛环境
进行瓷砖、石材、马赛克、人造石铺贴的理想产品，极为适合作为外墙石材直接湿贴的粘结材料，
也是泳池贴砖的最佳选择。
大幅超过JC/T 547-2005标准C2TE等级要求
高性能丁苯胶乳改性，卓越的粘结强度
卓越的耐候性，能适应全球各种气候环境
应用抗返碱技术，大幅降低泛白概率
抗渗性能超防水砂浆，大幅降低石材水斑病变概率
高密实度，可抵御盐水侵蚀
包装：25公斤/包+20公斤/桶；灰色/白色两色可选

雷帝254高级多功能胶粘剂
雷帝254是一款性能卓越的聚合物改性水泥基胶粘剂，加水搅拌后，可作为室内外各种严苛环境粘
贴各种面材的薄底胶粘剂。极为适合作为室外环境、泳池环境、振动环境、木材基面上的瓷砖石材
粘贴材料。
超过JC/T 547-2005标准C2TES1等级要求
卓越的粘结强度，与玻化砖和玻璃马赛克强度极佳
卓越的耐候性，能适应全球各种气候环境
优异的柔性，能大幅降低震动环境影响，可在易变性基面，如木材上施工
开放时间长，为室外施工提供足够粘贴时间
包装：25公斤/包；灰色/白色两色可选

超过JC/T 547-2005 R2
不含水分，可用于水敏性石材粘贴
超高强度，与金属基面粘接力强
阻止水汽通过，有效保护面材
抗酸碱腐蚀
包装：10.72公斤/包；白色

雷帝310环氧胶粘剂
雷帝310是一种性能极高的双组份环氧树脂点粘胶粘剂，混合均匀后，可采用
点粘工艺，将石材、瓷砖粘贴在室内外基面上，特别适合于异形石材、超大型
石材、超大型板材的墙面安装，也可用于室内点粘石材取代传统干挂。
点粘施工工艺，调平简单，施工极为快捷
面材与基层隔开，隔离基层水汽对石材影响
极高强度，可达水泥基胶粘剂强度20倍
与金属、木材、玻璃均具有极高粘结强度
快速干燥，1小时即可投入使用
包装：10升套装（5升A剂+5升B剂）；
20升套装（10升A剂+10升B剂）；咖啡色

雷帝1776填缝添加剂
雷帝1776是一款专业的丁苯胶乳添加剂，用于替代水与水泥基填缝剂进行混合，更大幅提高水泥
基填缝剂的密实度、耐磨性和强度，降低吸水率，提高防霉性能和抗污性能。与1500或1600填缝
剂混合后可作为长期浸水区域的良好选择。

雷帝1300系列通用彩色填缝剂
雷帝1300是一款聚合物改性有砂型填缝剂，多种颜色可选，加水搅拌后，可作为3-12mm砖缝的
填缝材料，特别适合作为外墙小条砖的填缝。
符合JC/T 1004-2006标准 CG1等级要求
聚合物改性，强度高，不掉粉
无机颜料，颜色耐久性好
抗开裂性能好
包装：25公斤/包

雷帝1500系列彩色防霉填缝剂
雷帝1500是一款增强型的聚合物改性有砂型填缝剂，多种颜色可选，加水搅拌后，可作为
3-12mm砖缝的填缝材料，特别适合作为室内墙地面的填缝，与1776配合后是泳池等长期浸水部
位、厨卫等易脏污易发霉部位填缝的良好选择。
符合JC/T 1004-2006标准 CG1等级要求
吸水率低，抗污性好
聚合物改性，强度高，不掉粉
无机颜料，颜色耐久性好
抗开裂性能好
包装：25公斤/包

雷帝1600系列彩色防霉填缝剂
雷帝1600是一款聚合物改性无砂型填缝剂，多种颜色可选，加水搅拌后，可作为1-3mm砖缝的填
缝材料，特别适合作为光面瓷砖、玻璃马赛克和低硬度大理石、石灰石的填缝，与1776配合后是
厨卫等易脏污易发霉部位填缝的良好选择。
符合JC/T 1004-2006 标准 CG1等级要求
质地细腻，不会刮花光面材料和低硬度石材
聚合物改性，强度高，不易掉粉
无机颜料，颜色耐久性好
包装：20公斤/包

与1500或1600配合可达到JC/T 1004－2006 CG2WA的性能要求
含有防霉成分，可大幅提高水泥基填缝剂防霉性能
提高水泥基填缝剂密实度，降低吸水率，抗污性能
大幅提高提高填缝剂的强度和耐磨性
可提高颜色均匀度
包装：20公斤/桶

雷帝2000工业环氧填缝剂
雷帝2000是一款专业级别的三组份环氧树脂填缝剂，具有极佳的抗化学腐蚀、抗污防霉性
能和力学性能，是在轻工业地面、汽车4S店、实验室或其他对抗腐蚀、抗污、防霉具有较
高要求的区域进行填缝的理想选择。
极佳的强度、抗冲击和耐磨性能，非常适合重载场合的应用
极佳的抗化学腐蚀性能，能抵御大部分强酸、强碱、清洗剂和溶剂的腐蚀
极低的吸水率，极佳的抗污性能
采用Microban专业防霉科技，可抵御细菌滋生
无颜料配方，极大的降低了因施工和清洗手法导致的色差
不粉化
包装：完整组：A+B+C: 11.8公斤/桶

雷帝透明环氧填缝剂
雷帝透明环氧填缝剂是一款具有特殊半透明效果的三组份环氧树脂填缝剂，特别适合作为马
赛克拼花的填缝，能极佳体现不同颜色面材的自身色彩元素，使最终的装饰效果锦上添花。
独特的半透明效果，可折射马赛克的颜色，达到最佳拼花效果
吸水率远低于水泥基胶粘剂，具有极佳的防水抗污效果
极佳的强度，不掉粉
卓越的耐磨效果
包装：10.5公斤/桶

雷帝幻彩全效环氧填缝剂
雷帝幻彩全效环氧填缝剂是一款具有专利的三组份或四组份环氧树脂填缝剂，具有与水泥基
填缝剂革命性的不同性能，是用于室内抗污防霉要求较高场合填缝的最佳选择，也是用于室
内泳池填缝的最佳选择。具有多种颜色和特殊的荧光效果可供选择。
卓越的耐磨性能，非常适合用于室内大交通量地面
吸水率远低于水泥基填缝剂，具有极佳的防水和抗污性能
采用专业Microban科技，具有极佳的抗菌防霉性能
具有良好的抗酸碱腐蚀性能，能抵御醋、红酒等物质侵蚀
极佳的强度，不掉粉
无颜料配方，极大降低因施工手势导致的色差
水性配方，清洗容易且环保性能优异
可添加荧光组份，达到特殊装饰效果
包装：A:0.6公斤、B:0.6公斤、C:4.0公斤 2X(A+B+C)/桶

雷帝防水，是雷帝安装系统中最为经典的产品系列。雷帝防水能够承受一定的荷载和变形，能抵抗不大于3mm的
非结构裂缝，适用于室内外墙地面多种基面的防水施工，用辊筒或刷子涂刷施工即可。雷帝防水系列已被美国国
际管道暖通机械认证协会（IAPMO）以及美国国际规范委员会（ICC）认可，该产品无毒无害，符合所有VOC标
准。在全球有许多著名项目使用了该系列产品，如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迪拜伯爵帆船酒店等。

雷帝9027防水砂浆
雷帝9027是一款单组份聚合物改性水泥基防水砂浆，作为一款刚性防水，9027特别适合作为外
墙贴砖之前的防水，也可用于室内墙地面防水和地下室内表面的抗渗。
符合JC/T 984-2011的要求
刚性抗渗防水，能抵御一定的背水面水压
表面粗糙，强度高，非常适合在其上采用胶粘剂进行贴砖
包装：25公斤/包

雷帝9229防水浆料
雷帝9229是一款双组份乳液改性的聚合物水泥防水浆料，可用于室内厨卫间的防水，防水之后可
利用胶粘剂进行贴砖。
强度高，胶粘剂贴砖不空鼓
防水性能佳
具有一定的抗开裂性能
可批刮可涂刷
包装：25公斤/包粉剂+7公斤/桶液剂
18公斤/桶

雷帝9227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
雷帝9227是一款双组份乳液改性的JS II型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可用于室内墙地面防水、屋面防
水和地下防水。
符合GB/T 23445-2009 II型的要求
柔性好，抗开裂性能好，可抵御3mm裂缝
防水性能优异
可在潮湿基面上施工
强度高，可在其上采用胶粘剂进行贴砖
可辊涂、批刮和涂刷施工
包装：20公斤/桶液剂+2*20公斤粉剂

雷帝9237防水膜
雷帝9237是一款单组份开盖即可使用的薄层丁苯胶乳防水涂料，具有良好的防水性能，非常适合作
为干燥基面上的防水材料，特别在轻质隔板表面的防水，在其上可以直接采用胶粘剂进行贴砖。
粘结强度高且干燥快速，特别适合作为轻质隔板表面的防水
高柔性，可抵抗3mm以内非结构裂缝
与水泥基胶粘剂具有良好的粘结强度，可在防水上直接采用胶粘剂贴砖
除阴阳角外，大面无需采用纤维布增强
包装：20公斤/桶，增强纤维布须另行购买
使用面积：20㎡/桶

雷帝9255防水膜
雷帝9255是一款性能极佳的单组份开盖即可使用的薄层丁苯胶乳防水涂料，具有良好的柔性和防
水性能，卓越的粘结强度，能抵抗一定的酸碱腐蚀，干燥快速，在其上可以直接采用胶粘剂贴砖，
特别适合在轻质隔板表面的防水，也是泳池防水的理想选择。
与PVC、金属具有良好的粘接强度，特别适合处理管口的防水
高柔性，可抵抗3mm以内非结构裂缝
与水泥基胶粘剂具有良好的粘结强度，可在防水上直接采用胶粘剂贴砖
阴阳角和大面均无需使用纤维布增强
可抵抗一定的酸碱腐蚀，极为适合作为泳池防水
在干燥基面上，干燥速度特别快，极为适合作为轻质隔板防水
包装：18.9升/桶，使用面积：19㎡/桶

雷帝9226石材防水背覆胶
雷帝9226是一款乳液改性的水泥基石材防水背覆胶，粘接强度高、防水性能好、干燥速度快，用
于在石材加工时取代树脂背网，在石材粘贴时无需铲网，同时达到减少石材水斑、返碱等病变的
效果。
粘结强度高，可在加工时加玻纤布直接代替树脂背网
与水泥基材料具有良好的粘接力，现场铺贴时无需铲网
具有良好的防水效果，可大幅降低石材铺贴后出现水斑、返碱等病变的可能
批刮方便、干燥快速，工厂施工便利
包装：20公斤/桶+2*20公斤/包 （无背网施工）
20公斤/桶+3*20公斤/包 （背网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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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帝找平砂浆系列

雷帝3701乳液+雷帝226预拌厚底砂浆

雷帝隔声减振垫

雷帝3701乳液和雷帝226预拌厚底砂浆混合后，可形成一种高强度抗开裂的中厚底专用抹
灰找平砂浆，具有抗冲击、抗冻融等优点，可广泛用于水泥基面的修补和找平、室内墙面
抹灰和地面厚底法安装瓷砖石材等。雷帝226预拌厚底砂浆有墙面和地面两种配方。

雷帝隔声减振垫是由可再生轮胎橡胶碎片经高压交联后制成的专业地面隔音材料，隔音效果
优异，5mm厚隔声减振垫的撞击改善量甚至达到23dB，适用于酒店、医院、学校、图书馆、
商业楼等楼面撞击声，可用于多种基材和面材，尤其适合用在空间有限及下层天花无法变更
的场合。

粘接强度高，不易空鼓
柔韧性好，抗冲击
高抗压、抗折强度，不易开裂
适用于长期浸水环境下使用

隔音效果优异，达国家特级隔音标准要求
纯橡胶制品，绿色环保，无污染，使用寿命长
耐水性好，可承受一般的酸碱和化学制剂腐蚀
适用于各种基材、面材，有撞击声要求的室内楼地面
自重轻，易于安装，可快速铺开

包装：25公斤/包粉剂 + 20公斤/桶液剂

包装：1.2*23米/卷（2毫米厚） 1.2*10米/卷（5毫米厚）

雷帝3701R聚合物改性砂浆
雷帝3701R聚合物改性砂浆为预拌厚底砂浆，加水搅拌即可使用，自身强度高，与基面
粘结牢固，适用于找平、抹灰和瓷砖的厚底法安装。

雷帝环氧填缝剂清洗剂

强度高
抗开裂性能好
施工便捷
适用于室内外墙地面

雷帝环氧填缝剂是一种专为去除瓷砖、石材和混凝土表面上的环氧填缝剂薄膜而设计的独特
产品，能够除去使用环氧填缝剂之后的大部分残留物，此外，还可去除各种环氧树脂、丙烯
酸树脂、树脂罩面漆、胶类物质、虫胶、清漆和涂漆。
不含二氯甲烷
可用水漂洗
快速去膜
气味小

包装：25公斤/包

雷帝229快干找平砂浆
雷帝229快干找平砂浆是采用精选原料经工厂预拌而成，与水混合搅拌即可使用。该产品
为快干型砂浆，早期强度发展快，适合要求快速找平的场合，适用于室内外墙地面湿做
法和半干湿法的快速找平。

包装：3.785升/桶

雷帝配套工具

快速固化，早期强度高，24h可达15MPa以上，72h可达30MPa
不易空鼓开裂
可用湿做法找平，也可采用半干湿法施工
包装：25公斤/包

雷帝配套产品
雷帝Latasil硅酮密封胶

方型齿镘刀

无齿镘刀

长型砌砖刀

橡皮填缝抹子

310专业混合器

V型齿镘刀

海绵

橡皮锤

雷帝Latasil硅酮密封胶是一种100%固含量高性能单组份密封胶，可阻止接缝中污垢的积
累和霉菌的滋生，专用于室内外洞口、墙角、折角、连接缝和沉降缝等处瓷砖石材的缝
隙密封，适用于游泳池等长期潮湿区域。
粘接强度高
抑制霉菌滋生
耐污，抗开裂
适用于多种瓷砖石材
可用于室内外
包装：305毫升/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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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帝地坪

雷帝地坪

雷帝地坪产品线，包含水泥基自流平、混凝土抛光系统和高性能聚天冬氨酸酯地坪系统，2015年通过和美国開睿树脂公司
的战略合作，全面进军环氧磨石领域，可同时满足对设计、色彩和实用性的多种需求。

混凝土抛光系统
停工时间短
使用寿命长

聚天冬氨酸酯涂层系统
聚天冬氨酸酯涂层系统，可实现多种装饰效果，具有快速固化、抗化学腐蚀、抗紫外线、与基层粘结牢固等优点，可在低
温环境下施工，大幅缩短工期，特别适用于工业、商业的快速翻新项目，如发电厂、装卸码头、汽车经销店、商业厨房、
宠物医院、停车场、体育场等。

Sparta-Guard™
单色涂层系统

大幅降低维护成本
高耐磨、高防滑性
无溶剂，绿色环保

Sparta-Chip™
无缝乙烯基彩片系统

快速恢复使用，维护成本极低

具有美观的地坪饰面

抗紫外线，保色性和保光性优良

2小时后允许临时步行

可配合耐磨防滑添加剂使用以提高防滑系数

次日即可恢复使用
耐化学性能优良

水泥基自流平
水泥基自流平由垫层和面层系统构成，施工后可形成高性能整体地面，具有施工便捷、强度高、耐磨性好、抗冲击、不易
开裂等诸多优点，可广泛用于民用、商业及工业地面。其中9400面层自流平有15种颜色可供选择，可满足对不同色彩和设
计的需求，使建筑整体更具活力。
A级防火
尺寸稳定，低收缩
抗冲击、抗动载荷
耐磨性优异

Sparta-Quartz™
石英彩砂地坪

施工速度快，翻修便捷
绿色环保

A 饰面层

A 封地剂

B 雷帝垫层水泥自流平

B 雷帝面层水泥自流平

C 雷帝自流平界面剂

C 雷帝自流平界面剂

D 混凝土基层

D 混凝土基层

水泥基自流平垫层系统

多古丽™艺术地坪是一种极具装饰性的环氧磨石地坪，以固含量100%的双组份环氧树脂作为粘结剂，以不同粒径的大理
石/花岗岩碎片、玻璃、塑料及金属颗粒作为装饰骨料，经混合、摊铺、镘抹、固化、打磨及抛光工艺，施工成厚度为
6.3-9.5毫米的环氧磨石地坪。
耐用持久，使用寿命与建筑相当

最大耐久性和高防滑系数设计

高光泽、酸染色或哑光饰面

抗紫外线，可用于室外项目

可提供单色或多色的饰面效果

可进行一次或两次撒播

性能优于丙烯酸染色剂和密封剂系统

多种流行掺混图案可供选择

抗污、抗化学腐蚀
基底粘附性最佳

水泥基自流平面层系统

多古丽™艺术地坪

色彩绚丽，图案精美，无限设计选择

Sparta-Stain™
装饰性混凝土染色系统

Alpen-Glow Metallics™
装饰性金属地坪

Sparta-Seal™
透明混凝土封闭系统

装饰性极强

具有模拟的抛光混凝土外观

具有不同的饰面效果

化学稳定性好

抗紫外线

耐脏污

适用于高端零售展厅

成本相对较低
性能优于丙烯酸或环氧基混凝土密封剂

致密无缝，表面均一
易清洁保养，维护费用低
抑制细菌滋生，适用于生化、医疗卫生设施使用
自重轻，低载荷，适合多层建筑
绿色环保，符合绿色建筑LEED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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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帝彩色饰面砂浆

雷帝石材养护

STUCCO
雷帝无机质感灰泥系统采用无机凝胶材料、无机骨料和填料，辅以科学搭配的改性材料和无机颜料精心调制而成，本系统
产品符合GB 8624-2012防火A级标准，具有坚固耐用、颜色持久、施工便捷、绿色环保等优点，并对墙体起到一定的保护
作用，用于室内外墙面装饰，可赋予墙面不同风格、绚丽多彩的装饰效果。

StoneTech ® 是一系列针对石材、瓷砖和砌体的专业养护产品，为您的石材对抗日常生活损耗提供创新、简便的保护解决
方案。雷帝石材养护拥有完善的产品体系来满足石材表面保护、清洗、效果改变的需求，维护天然石材台面、地板、墙面
和其他石材应用的亮丽外观。
Protect
天然石材具备“抗污”性能的传统观念深入人心，但其实所有石材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孔隙，若未使用养护剂加以正确适当
的处理，水、油和其他液体能轻易地渗透入石材，留下难以清洗的污渍甚至造成损害。StoneTech ® 石材养护剂为天然石
材提供专业防护，安全无虞。

特提斯系列

巴洛克系列

乔治亚系列

Tethys Series

Baroque Series

Georgia Series

玛雅系列
Maya Series

Clean
经过养护处理的天然石材能有效应对液体滴溅的潜在污染，阻止液体渗入石材内部，仅以易清理的液珠残留在表面。使用
含有专业石材清洗配方的清洗剂清理污渍至关重要，大多数通用的清洗剂、酸性和碱性溶液、研磨剂、氨水和漂白剂会造
成养护剂分解并损害石材表面。StoneTech ® 清洗剂采用专业配方，有效应对石材日常清洗和强效清洗需要，为石材保驾
护航。

安第斯系列
Andes Series

Transform
StoneTech ® 除了保护和清洗维护天然石材，还能帮助实现改变石材表面达到理想外观。如若石材健康完好，简单快速的
操作就能让石材闪亮光彩；如若石材需要翻新，专业的产品能让石材焕发生机。
波斯系列
Persia Series

巴厘岛系列

华夏系列

Bali Island Series

China Series

摩登系列
Modern Series

室内系列
Idoor Series

基层(新)
基层(新)

精细找平砂浆
彩色饰面砂浆底涂

精细找平砂浆

无机质感灰泥

彩色饰面砂浆底涂

饰面砂浆保护剂
饰面砂浆保护剂

雷帝无机质感灰泥系统构造一

雷帝无机质感灰泥系统构造二

基层(新)
基层(新)

界面剂

精细找平砂浆

精细找平砂浆

彩色饰面砂浆底涂

彩色饰面砂浆底涂
无机质感灰泥

无机质感灰泥

无机粉末涂料(可选)
饰面砂浆保护剂

饰面砂浆保护剂

雷帝无机质感灰泥系统构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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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帝无机质感灰泥系统构造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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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j Khalifa Tower，Dubai
项目业主 伊玛尔地产
建筑设计 SOM建筑设计事务所
工程总包 美国SOM、比利时Besix、
阿拉伯Arabetc、韩国SAMSUNG
项目类型 商业
装饰面材 玻化砖 大理石
雷帝产品 1. L4237乳液+L211预拌薄底砂浆
2. L1500 彩色防霉填缝剂

六十多年来，雷帝瓷砖石材安装体系在世界各地的重要建筑项目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环保、节能、安全、耐久、美观的美誉得到历史的见证。以下是我们在全球的部分工
程案例：

+L1776填缝添加剂
3. L3701乳液
使用场所 室外墙面
占地面积 15,000平方米
完工时间 2010年

Al Hamra Tower
项目业主 Al Hamra Real Estate and Entertainment Co.，
Mr. Abdulaziz Alhumaidhi
建筑设计 Skidmore，Owings & Merrill
项目地点 科威特市，科威特
项目类型 商业 办公
装饰面材 玻璃 石材
雷帝产品 1.L254高级多功能胶粘剂
2.L1500彩色防霉填缝剂
3. L1776填缝添加剂
使用场所 室外墙面
占地面积 10,000平方米
施工面积 195,000平方米
建筑高度 412米(74层)
完工时间 2011年

迪拜亚特兰蒂斯酒店

项目业主 Kerzner International

Atlantis,The Palm, Dubai

建筑设计 Wilson Associates
工程总包
项目类型
装饰面材
雷帝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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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Naboodah laing O'Rourke
商业
瓷砖 石材
1. L9235 防水膜
2. L4237乳液+L211预拌薄底砂浆
3. L254高级多功能胶粘剂
4. L1500/1600彩色防霉填缝剂+L1776填缝添加剂
5. 幻彩全效环氧填缝剂
使用场所 室内外墙地面
占地面积 450,000平方米
完工时间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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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
项目业主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设计 PTW建筑设计公司，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CSEC深圳设计院
工程总包 中建一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类型 商业
装饰面材 瓷砖
雷帝产品 1. L3701乳液+L226预拌厚底砂浆
2. L9255 防水膜
3. L4237乳液+L211预拌薄底砂浆
4. L1500彩色防霉填缝剂+L1776填缝添加剂
5. L3642乳液
使用场所 所有泳池、水池、水箱
使用面积 20,000平方米
完工时间 2008年

Burj Al Arab, Dubai
项目业主 企业家AI-Maktoum
建筑设计
装饰面材
项目类型
雷帝产品

澳门永利酒店
项目业主 永利度假村（澳门）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 礼顿建筑（中国）有限公司
工程总包 王欧阳（香港）有限公司
项目类型 商业

英国设计师W.S.Atkins
天然石材
商业
1.幻彩全效环氧填缝剂
2. L300环氧胶粘剂
3. L9255防水膜
使用场所 室内墙面
占地面积 10,000平方米
完工时间 1999年

项目业主 森海外株式会社
建筑设计 KPF 建筑师事务所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程总包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上海建工（集团）总公司
装饰面材 玻璃 玻璃马赛克 瓷砖 大理石
项目地址 上海市陆家嘴Z4-1号
雷帝产品 1.L4237乳液+L211预拌薄底砂浆
2. L1500彩色防霉填缝剂+L1776填缝添加剂
3. L1600彩色防霉填缝剂
4. L325高级胶粘剂
使用场所 室内墙面
室内地面
泳池
占地面积 15,000平方米
完工时间 2008年

装饰面材 天然石材
雷帝产品 1. L9237 防水膜
2. L325高级胶粘剂+L282乳液
3. L3642乳液
使用场所 室内墙地面
完工时间 2009年

30

项目业主
装饰面材
项目类型
项目地址
雷帝产品

京基地产
石材
商业
深圳市罗湖区
1. L335 特级瓷砖胶粘剂
2. L315 瓷砖胶粘剂+L3642乳液
3. L9255 防水膜
4. L1644 填缝剂
5. L511 石材养护剂
使用场所 室内墙面
室内地面
占地面积 30,000平方米
完工时间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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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双子星塔

北京国贸大厦

天津津门津塔

香港中银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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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LV大厦

新加坡滨海湾金沙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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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体育中心

深圳平安大厦

成都棕榈泉沸尔蒙酒店

大连恒隆广场

天津奥林匹克游泳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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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万达广场

广州太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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