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RYLOK® Powdered Basement & Masonry Waterproofer (15.9kg) 

耗漆量: 0.82 – 1.23 m2/kg 

建议涂刷遍数，厚度: 2 遍, 0.38mm/单遍 

干燥时间: 12 – 24 小时  

表面准备:  

• 确保表面干净、无灰尘、油污及其它松散物。如有必要使用钢丝刷清除

污渍和松散物。 

• 如有孔洞，裂缝或是衔接处，应先用使用DRYLOK® Fast Plug®或其他修补

砂浆进行修补以及确保表面平整。 

• 清洗表面上的风化物(efflorescence)。DRYLOK® Etch 或是盐酸都是有效的风化物去除剂。  

• 重涂墙面: 使用钢丝刷，喷砂器或是其他有效方法清除表面上的墙粉，油渍以及残留漆料。 

 
混合比例: 混合 210ml 的冷水和 1kg 的DRYLOK® Powdered Basement & Masonry Waterproofer 然后搅拌均

匀直到无粉团状。若是正常使用，必须再混合 210ml 的水。若是需要比较浓稠的涂料，只需再混合 

154ml 的水。搅拌均匀后，静置15分钟，再次搅拌然后使用。 

 
施工方法: 涂刷前必须先用清水均匀润湿表面。边涂刷边润湿表面能避免表面过早干透。若是在炎热

或多风的情况下施工，必须增加表面的湿度。表面的水份被完全吸收后，使用DRYLOK® Masonry Brush 

或是硬毛刷, 以擦拭动作涂刷。在极度干燥的情况下，完成涂刷的六到八个小时后，重新湿润内部表

面以利于养护固化。  

 

 

  



DRYLOK® Original Basement & Masonry Waterproofer (3.785L)  

耗漆量: 1.84 - 2.45 m2/L 

建议涂刷遍数，厚度: 2 遍, 0.33 - 0.533 mm/ 2 遍 

干燥时间: 2 – 3 小时  

表面准备:  

• 确保表面干净、无灰尘、油污及其它松散物。 

• 如有孔洞，裂缝或是衔接处，应先用使用DRYLOK® Fast Plug®或其他修补

砂浆进行修补然后确保表面平整。 

• 清洗表面上的风化物(efflorescence)。DRYLOK® Etch 或是盐酸都是有效的

风化物去除剂。  

• 使用钢丝刷，喷砂器或是其他有效方法清除表面上状态不佳的残留漆料。 

• 虽然可以使用在稍微潮湿的表面，但是涂刷在干燥的表面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施工方法: 若空气和表面温度低于 10°C，请勿施工。此产品无需稀释。使用前和使用时必须搅拌均匀，

直接涂刷在表面上。涂刷第一遍时，使用 DRYLOK® BRUSH 或是尼龙毛刷把涂料刷进表面的孔隙里但避

免过度涂刷。第二遍可以使用刷涂，滚涂或是喷涂。欲知更多详情，请游览 www.UGL.com。若是使用

在新的混凝土上，  施工前混凝土必须先养护 28 至 30 天。 

 

 

  

http://www.ugl.com.若是使用在新的混凝土上/
http://www.ugl.com.若是使用在新的混凝土上/
http://www.ugl.com.若是使用在新的混凝土上/


DRYLOK® Extreme Basement & Masonry Waterproofer (3.785L)  

耗漆量: 1.84 - 2.45 m2/L 

建议涂刷遍数，厚度: 2 遍, 0.33 - 0.533 mm/ 2 遍 

干燥时间: 2 – 3 小时 

表面准备:  

• 确保表面干净、无灰尘、油污及其它松散物。 

• 如有孔洞，裂缝或是衔接处，应先用使用DRYLOK® Fast Plug®或其他修补砂

浆进行修补然后确保表面平整。 

• 清洗表面上的风化物(efflorescence)。DRYLOK® Etch 或是盐酸都是有效的风

化物去除剂。  

• 使用钢丝刷，喷砂器或是其他有效方法清除表面上状态不佳的残留漆料 

• 虽然可以使用在稍微潮湿的表面，但是涂刷在干燥的表面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施工方法: 若空气和表面温度低于 10°C，请勿施工。此产品无需稀释。使用前和使用时必须搅拌均匀，

直接涂刷在表面上。涂刷第一遍时，使用 DRYLOK® BRUSH 或是尼龙毛刷把涂料刷进表面的孔隙里但避

免过度涂刷。第二遍可以使用刷涂，滚涂或是喷涂。欲知更多详情，请游览 www.UGL.com。若是使用

在新的混凝土上，  施工前混凝土必须先养护 28 至 30 天。 

 

   

http://www.ugl.com.若是使用在新的混凝土上/
http://www.ugl.com.若是使用在新的混凝土上/
http://www.ugl.com.若是使用在新的混凝土上/


DRYLOK® Floor & Wall Masonry Waterproofer (3.785L)  

耗漆量：2.2 – 2.45 m2/L 

建议涂刷遍数，厚度：2 遍, 0.406mm/ 2 遍 

干燥时间：2 小时  

表面准备:  

• 涂刷在干燥的表面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 确保表面干净、无灰尘、油污及其它松散物。 

• 如有孔洞，裂缝或是衔接处，应先用使用DRYLOK® Fast Plug®或其他修补

砂浆进行修补然后确保表面平整。 

• 清洗表面上的风化物(efflorescence)。DRYLOK® Etch 或是盐酸都是有效的

风化物去除剂。  

• 蚀刻或打磨十分光滑平坦的表面以达到中等砂纸般的表面情况。 

 
施工方法: 若空气和表面温度低于 10°C，请勿施工。此产品无需稀释。使用前和使用时必须搅拌均匀，

直接涂刷在表面上。使用滚筒 (3/8”， 19mm nap), DRYLOK® Brush, 尼龙毛刷或是喷枪涂刷，确保涂料被

刷进表面的孔隙里。欲知更多详情，请游览 www.UGL.com。第二遍以后可以使用刷涂，滚涂或是喷涂。

若是使用在地面，涂刷第二遍的方向必须与第一遍的交叉以确保 均匀性。 

颜色：透明 

  

http://www.ugl.com.若是使用在新的混凝土上/
http://www.ugl.com.若是使用在新的混凝土上/


DRYLOK® Fast Plug® Hydraulic Cement (1.8kg) 

耗漆量: 578 cm3/kg 

干燥时间: 3 - 5 分钟  

表面准备:  

• 确保表面干净、无灰尘、油污及其它松散物。 

• 施工前必须先用清水均匀润湿表面。 

• 在需要施工的表面凿出一个倒 “V” 直到松散的砖石全部被清除。  

 
 
混合比例: 在室温下，以 3：1的比列混合DRYLOK® Fast Plug® 和清水以达到重抹的浓稠度。冷水的使用

会延长干燥时间。由于干燥时间较快，混合须立即使用的分量即可。在寒冷的天气下， 使用温水进行

混合(32°C) 以及在施工前将表面浸在温水里。 

 
施工方法:  

正在渗漏的表面：  

混合了后静置一分钟或直到混合物变温。 使用手掌将混合物塞进表面，维持3至5分钟。待干后便可修

平已修补的表面。 

 
修补表面，固定： 

将需要施工的表面彻底湿润。使用泥刀将混合物塞进表面。待干后便可修平已修补的表面。固定的时

候，凿出比需要被固定的物件还要大的洞。确保混合后的DRYLOK® Fast Plug® 紧实地塞满了洞口和金属

部分的周围。 

 

 

 

 

  



DRYLOK® Masonry Crack Filler (298g) 

耗漆量: 0.26 m2/298g  

干燥时间: 12 小时  

表面准备:  

• 避免在极度潮湿的情况下使用。 

• 确保表面干净、无灰尘、油污及其它松散物。 

 
施工方法: 施工时空气和表面温度必须超过10°C。把DRYLOK® Masonry Crack 

Filler放进填缝枪，以45°剪开塑料开口然后挤出，填满裂缝。此产品只适用

于小过12mm宽的裂缝。超过6mm深的裂缝必须先使用底垫材料填至小于

6mm。使用湿的泥刀抹平表面。 

 

 

 

 

 

 

DRYLOK® Etch Masonry Cleaner (340g) 

耗漆量: 7.38 m2/90g 的粉与 1 L 的水混合  

混合比例: 若是清除风化物(efflorescence)，清理灰泥或是蚀刻镀锌的表面，

把 90g 的 Etch 溶化在 1L 的温水里。若是在涂刷工程前蚀刻混凝土，把 60g 的 

Etch 溶化在 1L 的温水里。避免使用镀锌的容器。戴上橡胶手套和护眼眼罩。  

 
施工方法: 使用硬毛刷涂刷然后静置20到30分钟。混凝土表面会冒泡。若无

泡沫，表面的顽固油渍或污渍需要额外清洁，使用强力的清洁剂或是UGL 

DRYLOK Concrete Cleaner & Degreaser来洗刷以及重复蚀刻。处理好的表面应

该如同细砂纸一般粗糙。若未达到，重复蚀刻。用清水彻底清洗表面。施工

前让表面风干至少24小时。 

  



DRYLOK® Latex Concrete Floor Paint (3.785L) 

耗漆量: 12.67 - 14.73 m2/L 

建议涂刷遍数，厚度: 2 遍, 0.102mm/单遍 

干燥时间: 2 小时 (重涂: 4 小时)  

表面准备:  

室内混凝土，重涂表面，木质表面 

• 确保表面干净及干燥。 

• 使用钢丝刷清除污渍和松散物。使用砂纸打磨表面上旧的滑面漆。 

• 使用 DRYLOK® Concrete and Masonry Etch & Cleaner (liquid or powder) 或盐

酸打磨十分光滑平坦的混凝土。 

 
车库地面，室外混凝土 

• 确保表面干净及干燥。旧的涂料必须被清除。 

• 施工前，新的混凝土必须先养护30天。 

• 重负荷使用或是十分光滑平坦的表面必须使用DRYLOK® Etch和盐酸清洗。 

 
施工方法:  

室内混凝土，重涂表面，木质表面 

使用前和使用时混合均匀。在施工时和施工后 4 小时，空气和表面温度必须维持在 10°C 以上。使用毛

刷（尼龙或聚酯纤维）或滚筒 （6.35mm，1/4” nap）涂刷第一遍。若使用在未上过漆的表面，1L 的涂

料应与 125ml 的水稀释。  

车库地面，室外混凝土 

使用前和使用时混合均匀。在施工时和施工后 4 小时，空气和表面温度必须维持在 10°C 以上。使用毛

刷（尼龙或聚酯纤维）涂刷第一遍时，1L 的涂料应与 125ml 的水稀释。4 小时后，无需稀释涂料，使

用毛刷（尼龙或聚酯纤维）或滚筒 （6.35mm，1/4” nap）涂刷第二遍。 

 

 

  



DRYLOK® E1 Latex 1-Part Epoxy Concrete Floor Paint (3.785L) 

耗漆量: 7.36 – 9.82 m2/L 

建议涂刷遍数，厚度: 2 遍, 0.102 – 0.127mm/遍 

干燥时间: 30 分钟 – 1 小时 (重涂: 4 小时)  

表面准备:  

• 确保表面干净、无灰尘、油污，肥皂，蜡以及其他。 

• 使用高强度清洁剂清除表面上的污渍。  

• 使用清水彻底清洗表面后让表面完全干透。  

• 使用DRYLOK® Etch 或是盐酸清洗十分光滑平坦的混凝土。 

• 未上过漆的表面：新的混凝土必须先养护30天。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

彻底洗刷新的混凝土以去除残留物。  

 
施工方法: 使用前和使用时混合均匀。在施工时和施工后 4 小时，空气和

表面温度必须维持在 10°C 以上。此产品无需稀释。使用毛刷（尼龙或聚酯纤维）或滚筒（3/8”）涂刷

第一遍。避免在太阳直晒下施工或涂刷在热的表面上。涂刷第二遍的方向必须与第一遍的交叉以确保 

均匀性。避免涂刷超过两遍。当使用超过两罐同色号的涂料时，混合搅拌均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