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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HOTHOTHOT GUARD GUARD GUARD GUARD 施工施工施工施工培训用资料培训用资料培训用资料培训用资料

施工技术篇施工技术篇施工技术篇施工技术篇



施工所需的液剂施工所需的液剂施工所需的液剂施工所需的液剂・・・・施工用品施工用品施工用品施工用品

塑料膜塑料膜塑料膜塑料膜 玻璃拖玻璃拖玻璃拖玻璃拖胶布胶布胶布胶布

・・・・刮刀刮刀刮刀刮刀・・・・玻璃剂玻璃剂玻璃剂玻璃剂

厨房用称厨房用称厨房用称厨房用称 温湿度计温湿度计温湿度计温湿度计测量杯测量杯测量杯测量杯・・・・玻璃棒玻璃棒玻璃棒玻璃棒

・・・・HOT GUARDHOT GUARDHOT GUARDHOT GUARD((((主剂主剂主剂主剂))))和硬化剂和硬化剂和硬化剂和硬化剂

・・・・除油膜剂除油膜剂除油膜剂除油膜剂((((玻璃面的油膜清洁剂玻璃面的油膜清洁剂玻璃面的油膜清洁剂玻璃面的油膜清洁剂::::白色液剂白色液剂白色液剂白色液剂))))

・・・・除油膜用的海绵除油膜用的海绵除油膜用的海绵除油膜用的海绵((((黑色硬质海绵黑色硬质海绵黑色硬质海绵黑色硬质海绵))))

・・・・除油膜用棉纸除油膜用棉纸除油膜用棉纸除油膜用棉纸((((合成纤维的白布合成纤维的白布合成纤维的白布合成纤维的白布))))

・・・・基础剂基础剂基础剂基础剂((((玻璃与涂膜的密着涂剂玻璃与涂膜的密着涂剂玻璃与涂膜的密着涂剂玻璃与涂膜的密着涂剂::::无色透明无色透明无色透明无色透明))))

・・・・涂基础剂用布涂基础剂用布涂基础剂用布涂基础剂用布（（（（无纺织布无纺织布无纺织布无纺织布））））

・・・・滚轮海绵滚轮海绵滚轮海绵滚轮海绵

・・・・滚轮棒滚轮棒滚轮棒滚轮棒

・・・・滚轮塞滚轮塞滚轮塞滚轮塞

・・・・喷水瓶喷水瓶喷水瓶喷水瓶((((水用水用水用水用))))

・・・・厨房用纸厨房用纸厨房用纸厨房用纸

・・・・液托液托液托液托

・・・・铝箔纸铝箔纸铝箔纸铝箔纸

・・・・滚轮棒滚轮棒滚轮棒滚轮棒 ・・・・滚轮海绵滚轮海绵滚轮海绵滚轮海绵 ・・・・液剂托盘液剂托盘液剂托盘液剂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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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工作防护工作防护工作防护工作・・・・除油膜除油膜除油膜除油膜

◆◆◆◆ 塑料膜防护塑料膜防护塑料膜防护塑料膜防护 ◆◆◆◆

①①①①除油膜或涂膜时会弄脏的地方除油膜或涂膜时会弄脏的地方除油膜或涂膜时会弄脏的地方除油膜或涂膜时会弄脏的地方，，，，

需防护起来需防护起来需防护起来需防护起来。。。。

※※※※百叶窗百叶窗百叶窗百叶窗、、、、窗帘窗帘窗帘窗帘、、、、地板等地板等地板等地板等

②②②②玻璃附近的部分尽量防护起来玻璃附近的部分尽量防护起来玻璃附近的部分尽量防护起来玻璃附近的部分尽量防护起来，，，，

开端和尾部多留开端和尾部多留开端和尾部多留开端和尾部多留５５５５ｃｍ。ｃｍ。ｃｍ。ｃｍ。

除油膜的技巧除油膜的技巧除油膜的技巧除油膜的技巧

海绵块摩擦玻璃时海绵块摩擦玻璃时海绵块摩擦玻璃时海绵块摩擦玻璃时（（（（如照片如照片如照片如照片））））浮上来的是油膜浮上来的是油膜浮上来的是油膜浮上来的是油膜。。。。

摩擦浮起来的部分直到没有反弹部分为止摩擦浮起来的部分直到没有反弹部分为止摩擦浮起来的部分直到没有反弹部分为止摩擦浮起来的部分直到没有反弹部分为止，，，，这就是除油膜工作这就是除油膜工作这就是除油膜工作这就是除油膜工作。。。。

如果油膜残留在玻璃表面如果油膜残留在玻璃表面如果油膜残留在玻璃表面如果油膜残留在玻璃表面，，，，涂膜时主剂将被浮起无法密着涂膜时主剂将被浮起无法密着涂膜时主剂将被浮起无法密着涂膜时主剂将被浮起无法密着，，，，所以必须确保除净油所以必须确保除净油所以必须确保除净油所以必须确保除净油

膜膜膜膜。。。。

◆ 除油膜 ◆

①用喷水瓶往玻璃全面喷水。

②取白色除油膜剂涂在棉纸上（纵一线），然后往玻璃涂抹一遍。

②往玻璃面便喷水边用海绵块将液剂全面摊开摩擦。

※※※※反弹部分反弹部分反弹部分反弹部分，，，，加力度涂抹加力度涂抹加力度涂抹加力度涂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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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油膜除油膜除油膜除油膜

⑤油膜除净后用玻璃拖除净。

要点

如果不麻利地除油膜，油膜液

凝结，玻璃拖难以除净。

出现这种情况时，喷水将凝结

的油膜稀释后尽快用玻璃拖除

净。

⑥用餐巾纸擦净玻璃上残留的除油膜剂。

特别是玻璃上留有水分时防护用的胶布无法黏住，所以需擦干水分。

而且，涂膜时水可能与涂剂反应，出现白浊现象。

⑦油膜除净后更换塑料膜，再次防护。

※（涂膜时担心滚轮碰到塑料膜上的水。）

④油膜较顽固的地方是玻璃的边缘，需加倍留意。

※无法除净时用手拿着棉纸摩擦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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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工作防护工作防护工作防护工作

◆◆◆◆ 防护工作防护工作防护工作防护工作 ◆◆◆◆

①①①①沿着玻璃边缘沿着玻璃边缘沿着玻璃边缘沿着玻璃边缘（（（（黏胶部分黏胶部分黏胶部分黏胶部分））））４４４４ｍｍｍｍｍｍｍｍ以内以内以内以内贴上胶贴上胶贴上胶贴上胶

布布布布，，，，这样可减少剥离时的风险这样可减少剥离时的风险这样可减少剥离时的风险这样可减少剥离时的风险。。。。

※※※※也可以处理一些玻璃边缘的黏胶溢出的油也可以处理一些玻璃边缘的黏胶溢出的油也可以处理一些玻璃边缘的黏胶溢出的油也可以处理一些玻璃边缘的黏胶溢出的油。。。。

②②②②不需紧紧地按着玻璃的长度剪胶布不需紧紧地按着玻璃的长度剪胶布不需紧紧地按着玻璃的长度剪胶布不需紧紧地按着玻璃的长度剪胶布，，，，多出一些多出一些多出一些多出一些

更方便更方便更方便更方便。。。。

③③③③窗框较厚时窗框较厚时窗框较厚时窗框较厚时，，，，滚轮将碰触的地方也需防护滚轮将碰触的地方也需防护滚轮将碰触的地方也需防护滚轮将碰触的地方也需防护。。。。

※※※※窗框较薄窗框较薄窗框较薄窗框较薄，，，，滚轮容易滑上去时也需要多贴些胶布滚轮容易滑上去时也需要多贴些胶布滚轮容易滑上去时也需要多贴些胶布滚轮容易滑上去时也需要多贴些胶布。。。。

④④④④玻璃下方的塑料膜的胶布碰触滚轮时用防护胶布盖住玻璃下方的塑料膜的胶布碰触滚轮时用防护胶布盖住玻璃下方的塑料膜的胶布碰触滚轮时用防护胶布盖住玻璃下方的塑料膜的胶布碰触滚轮时用防护胶布盖住

绿色胶布绿色胶布绿色胶布绿色胶布。。。。

※※※※根据胶布不同根据胶布不同根据胶布不同根据胶布不同，，，，有时会出现涂剂融化胶布的黏胶的情有时会出现涂剂融化胶布的黏胶的情有时会出现涂剂融化胶布的黏胶的情有时会出现涂剂融化胶布的黏胶的情

况况况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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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基础剂涂基础剂涂基础剂涂基础剂

◆◆◆◆ 涂基础剂涂基础剂涂基础剂涂基础剂 ◆◆◆◆

①①①①使用无纺织布或极细纤维合成皮使用无纺织布或极细纤维合成皮使用无纺织布或极细纤维合成皮使用无纺织布或极细纤维合成皮（（（（擦眼镜布擦眼镜布擦眼镜布擦眼镜布））））等涂膜等涂膜等涂膜等涂膜。。。。

※※※※起绒毛的布不可使用起绒毛的布不可使用起绒毛的布不可使用起绒毛的布不可使用。。。。

③③③③涂剂属含酒精产品涂剂属含酒精产品涂剂属含酒精产品涂剂属含酒精产品，，，，挥发快挥发快挥发快挥发快，，，，注意避免漏涂部分注意避免漏涂部分注意避免漏涂部分注意避免漏涂部分，，，，

纵涂后横涂的格子式涂膜方法为佳纵涂后横涂的格子式涂膜方法为佳纵涂后横涂的格子式涂膜方法为佳纵涂后横涂的格子式涂膜方法为佳。。。。

②②②②基础剂的标准涂量基础剂的标准涂量基础剂的标准涂量基础剂的标准涂量５５５５～～～～10cc10cc10cc10cc／㎡。／㎡。／㎡。／㎡。

※※※※根据季节有些变动根据季节有些变动根据季节有些变动根据季节有些变动。。。。

④④④④基础剂不仅作为基础剂不仅作为基础剂不仅作为基础剂不仅作为粘结粘结粘结粘结剂涂抹剂涂抹剂涂抹剂涂抹，，，，还还还还可以作为除净玻璃面可以作为除净玻璃面可以作为除净玻璃面可以作为除净玻璃面尘埃尘埃尘埃尘埃的的的的最最最最后确后确后确后确认程序认程序认程序认程序。。。。

※※※※根据季节变化根据季节变化根据季节变化根据季节变化，，，，有时需要有时需要有时需要有时需要冷却冷却冷却冷却玻璃面的情况玻璃面的情况玻璃面的情况玻璃面的情况。。。。

⑤⑤⑤⑤贴胶布后贴胶布后贴胶布后贴胶布后，，，，有时胶布的黏胶会残留在玻璃表面有时胶布的黏胶会残留在玻璃表面有时胶布的黏胶会残留在玻璃表面有时胶布的黏胶会残留在玻璃表面，，，，玻璃边缘涂基础剂时需加玻璃边缘涂基础剂时需加玻璃边缘涂基础剂时需加玻璃边缘涂基础剂时需加倍倍倍倍留意留意留意留意。。。。

※※※※黏胶残留的部分将被反弹黏胶残留的部分将被反弹黏胶残留的部分将被反弹黏胶残留的部分将被反弹。。。。

⑥⑥⑥⑥基础剂涂后基础剂涂后基础剂涂后基础剂涂后请请请请在在在在1111小小小小时以内涂上表膜时以内涂上表膜时以内涂上表膜时以内涂上表膜。。。。

※※※※可尽量避免可尽量避免可尽量避免可尽量避免尘埃尘埃尘埃尘埃附着的附着的附着的附着的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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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表膜的准备工作涂表膜的准备工作涂表膜的准备工作涂表膜的准备工作

◆◆◆◆ 作液托作液托作液托作液托 ◆◆◆◆

①①①①用用用用2222张张张张铝箔铝箔铝箔铝箔敷敷敷敷在液托内面在液托内面在液托内面在液托内面，，，，两侧外折做两侧外折做两侧外折做两侧外折做成成成成堤堤堤堤防止液剂漏出防止液剂漏出防止液剂漏出防止液剂漏出。。。。

※※※※如果在内面如果在内面如果在内面如果在内面先敷先敷先敷先敷上塑料膜可避免用上塑料膜可避免用上塑料膜可避免用上塑料膜可避免用具具具具弄脏弄脏弄脏弄脏。。。。

◆◆◆◆ 滚轮滚轮滚轮滚轮棒及棒及棒及棒及滚轮滚轮滚轮滚轮海海海海绵绵绵绵 ◆◆◆◆

①①①①插入插入插入插入滚轮海绵的滚轮海绵的滚轮海绵的滚轮海绵的金金金金属部分属部分属部分属部分（（（（滚轮棒滚轮棒滚轮棒滚轮棒））））使用后液剂附着使用后液剂附着使用后液剂附着使用后液剂附着，，，，使用后必须用酒精擦净使用后必须用酒精擦净使用后必须用酒精擦净使用后必须用酒精擦净。。。。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前前前前，，，，用少量用少量用少量用少量润润润润滑油涂滑油涂滑油涂滑油涂插入插入插入插入滚轮海绵的滚轮海绵的滚轮海绵的滚轮海绵的金金金金属部分属部分属部分属部分，，，，滚轮可以更滚轮可以更滚轮可以更滚轮可以更好旋转好旋转好旋转好旋转。。。。

②②②②用滚轮盖用滚轮盖用滚轮盖用滚轮盖（（（（可可可可选择购买选择购买选择购买选择购买））））盖住滚轮海绵端部盖住滚轮海绵端部盖住滚轮海绵端部盖住滚轮海绵端部切断切断切断切断的部分的部分的部分的部分，，，，可以减少与玻璃的摩擦可以减少与玻璃的摩擦可以减少与玻璃的摩擦可以减少与玻璃的摩擦，，，，更容更容更容更容

易涂膜易涂膜易涂膜易涂膜。（。（。（。（用刮刀等用刮刀等用刮刀等用刮刀等切断切断切断切断滚轮海绵的滚轮海绵的滚轮海绵的滚轮海绵的前前前前端端端端1c1c1c1cmmmm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③③③③滚轮海绵多少会附着一些滚轮海绵多少会附着一些滚轮海绵多少会附着一些滚轮海绵多少会附着一些灰尘灰尘灰尘灰尘，，，，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前前前前必需用胶布等必需用胶布等必需用胶布等必需用胶布等把灰尘吸取干把灰尘吸取干把灰尘吸取干把灰尘吸取干净后在使用净后在使用净后在使用净后在使用。。。。（（（（第第第第１１１１

次次次次：：：：出去出去出去出去灰尘灰尘灰尘灰尘・・・・第第第第２２２２次次次次：：：：确确确确认认认认是是是是否否否否除净除净除净除净。。。。吸吸吸吸２２２２次次次次。）。）。）。）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粘粘粘粘着力着力着力着力太强太强太强太强的胶布容易的胶布容易的胶布容易的胶布容易伤伤伤伤海绵海绵海绵海绵本身本身本身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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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剂的调和含水液剂的调和含水液剂的调和含水液剂的调和含水

◆◆◆◆ 调调调调和液剂和液剂和液剂和液剂 ◆◆◆◆

①①①①HOT GUARDHOT GUARDHOT GUARDHOT GUARD主剂主剂主剂主剂9999比比比比硬化剂硬化剂硬化剂硬化剂1111的的的的比例调配比例调配比例调配比例调配。。。。

②②②②涂剂涂剂涂剂涂剂调好调好调好调好后后后后请请请请在在在在２２２２个小个小个小个小时以内使用时以内使用时以内使用时以内使用。（。（。（。（因因因因为含有硬化剂为含有硬化剂为含有硬化剂为含有硬化剂））））

※※※※涂剂涂剂涂剂涂剂混混混混合后无法合后无法合后无法合后无法复原复原复原复原。。。。如果如果如果如果担心担心担心担心可以准可以准可以准可以准备备备备3333个个个个杯杯杯杯（（（（主剂用主剂用主剂用主剂用・・・・硬化剂用硬化剂用硬化剂用硬化剂用・・・・混混混混合用合用合用合用）。）。）。）。

杯子的杯子的杯子的杯子的材材材材质使用质使用质使用质使用ＰＰＰＰＰＰＰＰ或或或或ＰＥＰＥＰＥＰＥ。。。。

◆◆◆◆ 滚轮滚轮滚轮滚轮吸取吸取吸取吸取涂剂的方法涂剂的方法涂剂的方法涂剂的方法 ◆◆◆◆

①①①①新新新新的海绵必需的海绵必需的海绵必需的海绵必需先吸取先吸取先吸取先吸取含水量含水量含水量含水量（（（（３０３０３０３０ｇｇｇｇ）。）。）。）。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地地地地旋转旋转旋转旋转滚轮滚轮滚轮滚轮让让让让海绵海绵海绵海绵均匀均匀均匀均匀地地地地吸取吸取吸取吸取涂剂涂剂涂剂涂剂。）。）。）。）

②②②②海绵海绵海绵海绵均匀均匀均匀均匀地地地地吸取吸取吸取吸取涂剂后涂剂后涂剂后涂剂后，，，，加加加加点点点点力度力度力度力度旋转旋转旋转旋转滚滚滚滚

轮轮轮轮，，，，让让让让涂剂涂剂涂剂涂剂浸浸浸浸透到内部透到内部透到内部透到内部。。。。

③③③③含水后含水后含水后含水后再吸取再吸取再吸取再吸取根据根据根据根据每每每每片玻璃片玻璃片玻璃片玻璃（（（（1111㎡㎡㎡㎡33330000ｇｇｇｇ））））调好调好调好调好

的涂剂的涂剂的涂剂的涂剂施施施施工工工工。。。。

④④④④更更更更换换换换海绵的标准时海绵的标准时海绵的标准时海绵的标准时期期期期为为为为施施施施工工工工４４４４００００㎡㎡㎡㎡左右左右左右左右。。。。

※※※※更更更更换换换换时时时时期期期期的标准为的标准为的标准为的标准为４４４４００００㎡㎡㎡㎡，，，，推荐推荐推荐推荐在在在在施施施施工工工工２２２２５５５５㎡㎡㎡㎡

左右左右左右左右更更更更换换换换。。。。

⑤⑤⑤⑤滚轮海绵使用后滚轮海绵使用后滚轮海绵使用后滚轮海绵使用后放置放置放置放置33330000分分分分钟钟钟钟以上时也需要更以上时也需要更以上时也需要更以上时也需要更换换换换

新新新新的的的的。。。。

※※※※一直使用时没一直使用时没一直使用时没一直使用时没关系关系关系关系。。。。

玻璃涂剂的玻璃涂剂的玻璃涂剂的玻璃涂剂的调调调调和量和量和量和量<<<<计计计计算算算算式式式式>>>>

1111....根据玻璃面根据玻璃面根据玻璃面根据玻璃面积调配积调配积调配积调配涂剂涂剂涂剂涂剂。。。。((((例例例例::::涂涂涂涂8888㎡㎡㎡㎡面面面面积积积积))))

2.2.2.2.HOT GUARDHOT GUARDHOT GUARDHOT GUARD的标准涂量的标准涂量的标准涂量的标准涂量 1111㎡㎡㎡㎡约约约约25g25g25g25g～～～～33330000ｇｇｇｇ 。。。。

3.3.3.3.涂涂涂涂8888㎡㎡㎡㎡面面面面积积积积玻璃需要涂剂玻璃需要涂剂玻璃需要涂剂玻璃需要涂剂 ２２２２７０７０７０７０g=3g=3g=3g=30000g/g/g/g/㎡㎡㎡㎡××××8888㎡㎡㎡㎡ 。。。。

4.4.4.4.滚轮海绵的含水量滚轮海绵的含水量滚轮海绵的含水量滚轮海绵的含水量 33330000gggg ，，，，调配调配调配调配涂剂涂剂涂剂涂剂 272727270000g=24g=24g=24g=240000g+3g+3g+3g+30000gggg 。。。。

5.5.5.5.主剂量主剂量主剂量主剂量243g=27243g=27243g=27243g=270000gggg÷÷÷÷10101010××××9999 硬化剂量硬化剂量硬化剂量硬化剂量27g=2727g=2727g=2727g=270000gggg÷÷÷÷10101010××××1111 进行调配进行调配进行调配进行调配。。。。

****涂剂多少会附着一些在容涂剂多少会附着一些在容涂剂多少会附着一些在容涂剂多少会附着一些在容器器器器上上上上，，，，所以所以所以所以实际调配实际调配实际调配实际调配量量量量比比比比上面的计上面的计上面的计上面的计算算算算量多一些量多一些量多一些量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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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剂的涂膜工作涂剂的涂膜工作涂剂的涂膜工作涂剂的涂膜工作

◆◆◆◆ 表膜的涂膜方法表膜的涂膜方法表膜的涂膜方法表膜的涂膜方法◆◆◆◆

①①①①主剂和硬化剂以主剂和硬化剂以主剂和硬化剂以主剂和硬化剂以9999:1:1:1:1的的的的比例调配比例调配比例调配比例调配。。。。

②②②②含水量一样含水量一样含水量一样含水量一样，，，，每平米每平米每平米每平米的使用量为的使用量为的使用量为的使用量为25g/25g/25g/25g/㎡㎡㎡㎡～～～～33330000ｇｇｇｇ////㎡㎡㎡㎡

③③③③一一一一次吸取过次吸取过次吸取过次吸取过多多多多（（（（５５５５００００ｇｇｇｇ以上以上以上以上））））涂剂时无法涂剂时无法涂剂时无法涂剂时无法全体均匀全体均匀全体均匀全体均匀涂膜涂膜涂膜涂膜，，，，请请请请分量使用涂膜分量使用涂膜分量使用涂膜分量使用涂膜。。。。

④④④④用力用力用力用力挤挤挤挤海绵时注意涂剂海绵时注意涂剂海绵时注意涂剂海绵时注意涂剂流流流流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⑤⑤⑤⑤两两两两边边边边斜对角线先斜对角线先斜对角线先斜对角线先涂一涂一涂一涂一遍再全遍再全遍再全遍再全面涂膜面涂膜面涂膜面涂膜，，，，然然然然后用力后用力后用力后用力拧拧拧拧出的出的出的出的感觉再感觉再感觉再感觉再上下涂一上下涂一上下涂一上下涂一遍遍遍遍。。。。

（（（（上下端上下端上下端上下端空空空空２２２２㎝㎝㎝㎝不要涂不要涂不要涂不要涂，，，，因因因因为为为为可可可可能能能能留下海绵留下海绵留下海绵留下海绵拧拧拧拧出的出的出的出的线线线线。）。）。）。）

※※※※由于高由于高由于高由于高透明透明透明透明性性性性，，，，因此因此因此因此需需需需从各个角从各个角从各个角从各个角度留意漏涂的地方度留意漏涂的地方度留意漏涂的地方度留意漏涂的地方。。。。

⑥⑥⑥⑥纵涂后纵涂后纵涂后纵涂后再再再再横涂横涂横涂横涂。。。。

上下上下上下上下２２２２㎝㎝㎝㎝部分部分部分部分未未未未涂涂涂涂、、、、加加加加点点点点涂剂或涂剂或涂剂或涂剂或从从从从海绵海绵海绵海绵拧拧拧拧出的出的出的出的感觉两感觉两感觉两感觉两端端端端往复往复往复往复涂涂涂涂几次几次几次几次使使使使其其其其融和融和融和融和，，，，然然然然后后后后再再再再上下上下上下上下

移移移移动滚轮动滚轮动滚轮动滚轮。。。。

※※※※横涂时也需注意涂剂融和后不要涂到横涂时也需注意涂剂融和后不要涂到横涂时也需注意涂剂融和后不要涂到横涂时也需注意涂剂融和后不要涂到两两两两端端端端从从从从上上上上往往往往下下下下移移移移动动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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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膜涂膜涂膜涂膜

⑦⑦⑦⑦横涂横涂横涂横涂结束结束结束结束后后后后再次再次再次再次纵涂后纵涂后纵涂后纵涂后结束结束结束结束。。。。

※※※※在上端在上端在上端在上端先先先先涂涂涂涂１１１１横横横横，，，，再从再从再从再从下下下下往往往往上上上上轻轻轻轻轻轻轻轻地滚动滚轮地滚动滚轮地滚动滚轮地滚动滚轮，，，，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停停停停止动作止动作止动作止动作，，，，在上端在上端在上端在上端１０１０１０１０㎝㎝㎝㎝处处处处拿拿拿拿开滚轮开滚轮开滚轮开滚轮。。。。

◆◆◆◆ 涂膜涂膜涂膜涂膜途中途中途中途中或或或或完完完完成涂膜后的成涂膜后的成涂膜后的成涂膜后的检查检查检查检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

①①①①涂剂是涂剂是涂剂是涂剂是否流否流否流否流下下下下。。。。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是玻璃上端部分以是玻璃上端部分以是玻璃上端部分以是玻璃上端部分以及锁扣及锁扣及锁扣及锁扣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②②②②玻璃的边缘有没有漏涂玻璃的边缘有没有漏涂玻璃的边缘有没有漏涂玻璃的边缘有没有漏涂。。。。

③③③③是是是是否流否流否流否流下无法下无法下无法下无法消失消失消失消失的横的横的横的横线线线线或纵或纵或纵或纵线线线线。。。。

④④④④是是是是否流否流否流否流下较下较下较下较大大大大的的的的尘埃尘埃尘埃尘埃、、、、有没有被反弹的部分有没有被反弹的部分有没有被反弹的部分有没有被反弹的部分。。。。

⑤⑤⑤⑤玻璃以玻璃以玻璃以玻璃以外外外外的地方是的地方是的地方是的地方是否否否否附有涂剂附有涂剂附有涂剂附有涂剂。。。。

※※※※如果是窗框部附有涂剂可用酒精等擦去如果是窗框部附有涂剂可用酒精等擦去如果是窗框部附有涂剂可用酒精等擦去如果是窗框部附有涂剂可用酒精等擦去，，，，窗帘窗帘窗帘窗帘、、、、壁壁壁壁纸纸纸纸、、、、木材木材木材木材等等等等吸收性吸收性吸收性吸收性的的的的物物物物品品品品吸吸吸吸水水水水性性性性

无法除去无法除去无法除去无法除去，，，，请请请请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 涂膜涂膜涂膜涂膜干之前干之前干之前干之前的的的的修改修改修改修改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

①①①①较较较较大大大大的的的的尘埃尘埃尘埃尘埃附着时用附着时用附着时用附着时用针针针针或或或或拔拔拔拔毛毛毛毛钳钳钳钳除去除去除去除去，，，，这部分这部分这部分这部分再再再再用滚轮涂用滚轮涂用滚轮涂用滚轮涂几几几几下使下使下使下使其其其其融和融和融和融和。。。。

②②②②基础处理时没注意到基础处理时没注意到基础处理时没注意到基础处理时没注意到，，，，出现被反弹的地方时用无纺织布出现被反弹的地方时用无纺织布出现被反弹的地方时用无纺织布出现被反弹的地方时用无纺织布沾沾沾沾一一一一点点点点基础剂用力摩擦这基础剂用力摩擦这基础剂用力摩擦这基础剂用力摩擦这个个个个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再再再再滚动海绵使滚动海绵使滚动海绵使滚动海绵使其其其其融和融和融和融和。。。。

※※※※无纺织布上基础剂无纺织布上基础剂无纺织布上基础剂无纺织布上基础剂太太太太多可多可多可多可能能能能会出现白会出现白会出现白会出现白浊浊浊浊现现现现象象象象，，，，注意不要注意不要注意不要注意不要取过取过取过取过多基础剂多基础剂多基础剂多基础剂。。。。

③③③③错过修改错过修改错过修改错过修改标准标准标准标准（（（（时时时时间间间间）））），，，，形形形形成毛玻璃情况需要剥离成毛玻璃情况需要剥离成毛玻璃情况需要剥离成毛玻璃情况需要剥离。。。。

※※※※只只只只是是是是大概大概大概大概标准标准标准标准：：：：夏天夏天夏天夏天５５５５分分分分钟钟钟钟以内以内以内以内、、、、冬天冬天冬天冬天８８８８分分分分钟钟钟钟以内以内以内以内，，，，根据季节不同根据季节不同根据季节不同根据季节不同。。。。

太阳光太阳光太阳光太阳光直直直直射射射射的情况和的情况和的情况和的情况和找找找找不到的情况也不同不到的情况也不同不到的情况也不同不到的情况也不同。。。。

⑧⑧⑧⑧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握握握握滚轮的力度滚轮的力度滚轮的力度滚轮的力度过大过大过大过大或或或或速速速速度度度度太太太太快会使涂液快会使涂液快会使涂液快会使涂液流流流流下下下下。。。。

⑨⑨⑨⑨从打底从打底从打底从打底涂膜到涂膜到涂膜到涂膜到完完完完成涂膜成涂膜成涂膜成涂膜，，，，１１１１㎡㎡㎡㎡在在在在３３３３分分分分钟钟钟钟以内以内以内以内完完完完成成成成。。。。

※※※※考虑考虑考虑考虑到到到到修改问题修改问题修改问题修改问题时时时时，，，，如果不快些如果不快些如果不快些如果不快些完完完完成涂膜就来不成涂膜就来不成涂膜就来不成涂膜就来不及修改及修改及修改及修改。。。。

⑩⑩⑩⑩大大大大面面面面积积积积玻璃玻璃玻璃玻璃（（（（３３３３㎡㎡㎡㎡以上以上以上以上））））的涂膜方法与的涂膜方法与的涂膜方法与的涂膜方法与小小小小面面面面积积积积玻璃的涂膜方法玻璃的涂膜方法玻璃的涂膜方法玻璃的涂膜方法相相相相同同同同。。。。

⑪⑪⑪⑪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次次次次涂膜时涂膜时涂膜时涂膜时最好最好最好最好２２２２人人人人１１１１组配组配组配组配合合合合施施施施工工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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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膜剥离工作涂膜剥离工作涂膜剥离工作涂膜剥离工作((((重涂等情况重涂等情况重涂等情况重涂等情况))))

HOT GUARDHOT GUARDHOT GUARDHOT GUARD的玻璃情况的玻璃情况的玻璃情况的玻璃情况

〈〈〈〈涂膜涂膜涂膜涂膜指指指指触触触触还未干燥还未干燥还未干燥还未干燥时时时时〉〉〉〉

1111．．．．往往往往涂膜面喷水涂膜面喷水涂膜面喷水涂膜面喷水，，，，用布将水用布将水用布将水用布将水摊摊摊摊开开开开，，，，表面的膜可以除表面的膜可以除表面的膜可以除表面的膜可以除掉掉掉掉一些一些一些一些。（。（。（。（浇浇浇浇水可以水可以水可以水可以阻阻阻阻止涂膜止涂膜止涂膜止涂膜干燥速干燥速干燥速干燥速

度度度度。）。）。）。）

2222．．．．边边边边浇浇浇浇水边用刮刀玻璃涂膜水边用刮刀玻璃涂膜水边用刮刀玻璃涂膜水边用刮刀玻璃涂膜。。。。

3333．．．．最最最最后用除油膜剂将残后用除油膜剂将残后用除油膜剂将残后用除油膜剂将残余余余余的涂膜的涂膜的涂膜的涂膜完全完全完全完全除去除去除去除去。。。。((((与基础处理的与基础处理的与基础处理的与基础处理的程序相程序相程序相程序相同同同同))))

〈〈〈〈涂膜涂膜涂膜涂膜已经指已经指已经指已经指触触触触干燥干燥干燥干燥、、、、并并并并开开开开始始始始硬化时硬化时硬化时硬化时〉〉〉〉

～～～～・・・・硬化后的剥离硬化后的剥离硬化后的剥离硬化后的剥离・・・・～（～（～（～（单单单单剂剂剂剂型型型型））））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材材材材料料料料及及及及用用用用具具具具

①①①①涂膜涂膜涂膜涂膜专专专专用剥离剂用剥离剂用剥离剂用剥离剂（（（（透明透明透明透明）））） ②②②②滚轮棒滚轮棒滚轮棒滚轮棒（（（（准准准准备备备备剥离剥离剥离剥离专专专专用的用的用的用的））））

③③③③滚轮海绵滚轮海绵滚轮海绵滚轮海绵（（（（剥离剥离剥离剥离专专专专用用用用型型型型）））） ④④④④玻璃用液托玻璃用液托玻璃用液托玻璃用液托（（（（ＰＰＰＰＰＰＰＰ或或或或ＰＥＰＥＰＥＰＥ制制制制））））

※※※※不要铝箔纸就可使用不要铝箔纸就可使用不要铝箔纸就可使用不要铝箔纸就可使用。。。。

⑤⑤⑤⑤刮刀刮刀刮刀刮刀① ② ③ ④ ⑤
●●●●使用标准使用标准使用标准使用标准

①①①①海绵的海绵的海绵的海绵的汗汗汗汗水量为水量为水量为水量为30ｇｇｇｇ。。。。

②②②②剥离剂的使用量剥离剂的使用量剥离剂的使用量剥离剂的使用量 约约约约11115555ｇｇｇｇ～～～～22220000ｇｇｇｇ／㎡。／㎡。／㎡。／㎡。

※※※※根据季节和根据季节和根据季节和根据季节和环境环境环境环境变化变化变化变化，，，，有时会使用有时会使用有时会使用有时会使用30ｇｇｇｇ／㎡。／㎡。／㎡。／㎡。

●●●●剥离方法剥离方法剥离方法剥离方法

如作如作如作如作图图图图所所所所示示示示与涂膜时的与涂膜时的与涂膜时的与涂膜时的操操操操作方法作方法作方法作方法相相相相同同同同，，，，上下滚动滚上下滚动滚上下滚动滚上下滚动滚

轮轮轮轮全全全全面涂上剥离剂面涂上剥离剂面涂上剥离剂面涂上剥离剂。。。。

上下滚动滚轮上下滚动滚轮上下滚动滚轮上下滚动滚轮5555个个个个来来来来回回回回后后后后，，，，用刮刀剥离用刮刀剥离用刮刀剥离用刮刀剥离。。。。

※※※※涂膜不易被剥离的情况时涂膜不易被剥离的情况时涂膜不易被剥离的情况时涂膜不易被剥离的情况时再再再再用滚轮海绵上下涂抹用滚轮海绵上下涂抹用滚轮海绵上下涂抹用滚轮海绵上下涂抹3333次次次次

本脱本脱本脱本脱离剂离剂离剂离剂浸泡浸泡浸泡浸泡涂膜涂膜涂膜涂膜，，，，将涂膜浮起将涂膜浮起将涂膜浮起将涂膜浮起脱脱脱脱离离离离。。。。不不不不灼伤灼伤灼伤灼伤玻璃玻璃玻璃玻璃，，，，

请安心请安心请安心请安心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但但但但，，，，请请请请注意刮刀刮注意刮刀刮注意刮刀刮注意刮刀刮伤伤伤伤玻璃玻璃玻璃玻璃

●●●●剥离后剥离后剥离后剥离后

①①①①再施再施再施再施工时工时工时工时，，，，用除油膜剂将残用除油膜剂将残用除油膜剂将残用除油膜剂将残余余余余的的的的溶溶溶溶剂除去剂除去剂除去剂除去并并并并确确确确认认认认涂膜是涂膜是涂膜是涂膜是否否否否除净除净除净除净，，，，再再再再按按按按平常平常平常平常的的的的程序施程序施程序施程序施工工工工。。。。

②②②②原状复原原状复原原状复原原状复原时时时时，，，，用除油膜剂将残用除油膜剂将残用除油膜剂将残用除油膜剂将残余余余余的的的的溶溶溶溶剂除去剂除去剂除去剂除去并并并并确确确确认认认认涂膜是涂膜是涂膜是涂膜是否否否否除净除净除净除净，，，，擦擦擦擦干干干干后后后后恢复原状恢复原状恢复原状恢复原状。。。。

然然然然后后后后再再再再用刮刀剥离用刮刀剥离用刮刀剥离用刮刀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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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 可使用的容可使用的容可使用的容可使用的容器器器器 ◆◆◆◆

①①①①除油膜剂的除油膜剂的除油膜剂的除油膜剂的重装重装重装重装容容容容器器器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容容容容器都器都器都器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②②②②基础剂的基础剂的基础剂的基础剂的重装重装重装重装容容容容器器器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ＰＰＰＰＰＰＰＰ或或或或ＰＥＰＥＰＥＰＥ（（（（日本制日本制日本制日本制）。）。）。）。

③③③③涂剂涂剂涂剂涂剂调配调配调配调配使用的杯子使用的杯子使用的杯子使用的杯子，，，，使用使用使用使用ＰＰＰＰＰＰＰＰ或或或或ＰＥＰＥＰＥＰＥ（（（（日本制日本制日本制日本制）。）。）。）。

④④④④搅搅搅搅合棒使用玻璃合棒使用玻璃合棒使用玻璃合棒使用玻璃。（。（。（。（使用后用酒精使用后用酒精使用后用酒精使用后用酒精拭拭拭拭擦擦擦擦。）。）。）。）

⑤⑤⑤⑤剥离剂的容剥离剂的容剥离剂的容剥离剂的容器器器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ＰＰＰＰＰＰＰＰ／／／／ＨＤ－ＨＤ－ＨＤ－ＨＤ－ＰＥＰＥＰＥＰＥ／／／／ＰＥＰＥＰＥＰＥ（（（（日本制日本制日本制日本制）。）。）。）。

◆◆◆◆ 整整整整理理理理・・・・通通通通风风风风 ◆◆◆◆

①①①①涂膜后涂膜后涂膜后涂膜后约约约约33330000分分分分钟钟钟钟～～～～66660000分分分分钟钟钟钟（（（（根据季节根据季节根据季节根据季节、、、、湿度湿度湿度湿度及及及及温度不同温度不同温度不同温度不同））））指指指指触触触触干燥干燥干燥干燥后后后后

（（（（触触触触摸摸摸摸胶布上附着的涂剂胶布上附着的涂剂胶布上附着的涂剂胶布上附着的涂剂，，，，不不不不沾沾沾沾手即手即手即手即可可可可））））除去防护膜除去防护膜除去防护膜除去防护膜，，，，打打打打开窗开窗开窗开窗户通户通户通户通风风风风。。。。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臭氧臭氧臭氧臭氧化化化化器器器器和风和风和风和风扇扇扇扇更佳更佳更佳更佳。。。。

◆◆◆◆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事项事项事项事项 ◆◆◆◆

①①①①玻璃表面可玻璃表面可玻璃表面可玻璃表面可施施施施工的温度工的温度工的温度工的温度范围范围范围范围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３０３０３０３０℃℃℃℃，，，，湿度湿度湿度湿度７０７０７０７０％％％％以下以下以下以下。。。。

湿度湿度湿度湿度太高太高太高太高时时时时拉拉拉拉平性能平性能平性能平性能下下下下降降降降、、、、硬化不硬化不硬化不硬化不良良良良、、、、出现白出现白出现白出现白浊浊浊浊现现现现象象象象。。。。

（（（（出出出出汗汗汗汗时就表时就表时就表时就表示示示示玻璃玻璃玻璃玻璃周周周周边的温度边的温度边的温度边的温度升升升升高高高高。）。）。）。）

②②②②玻璃表面出现玻璃表面出现玻璃表面出现玻璃表面出现结结结结露露露露情况时情况时情况时情况时停停停停止止止止施施施施工工工工，，，，在没有在没有在没有在没有结结结结露露露露的时的时的时的时候候候候施施施施工工工工。。。。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空调空调空调空调、、、、除湿除湿除湿除湿器器器器等等等等数数数数日日日日可保可保可保可保持持持持施施施施工工工工状状状状态态态态的情况时也可以的情况时也可以的情况时也可以的情况时也可以施施施施工工工工。。。。

但但但但、、、、含水时含水时含水时含水时拉拉拉拉平性平性平性平性下下下下降降降降硬化不硬化不硬化不硬化不良良良良或出现白或出现白或出现白或出现白浊浊浊浊现现现现象象象象。。。。

③③③③施施施施工后工后工后工后交代交代交代交代用用用用户户户户1111个个个个月月月月以内不要清洁玻璃以内不要清洁玻璃以内不要清洁玻璃以内不要清洁玻璃。。。。清洁时用水擦或用清洁时用水擦或用清洁时用水擦或用清洁时用水擦或用中性中性中性中性洗洗洗洗洁精洁精洁精洁精稀释稀释稀释稀释后使用后使用后使用后使用。。。。

④④④④需要确需要确需要确需要确认能否施认能否施认能否施认能否施工的玻璃有工的玻璃有工的玻璃有工的玻璃有：：：：热热热热线线线线反反反反射射射射・・・・内内内内嵌网糸嵌网糸嵌网糸嵌网糸玻璃玻璃玻璃玻璃・・・・贴膜玻璃贴膜玻璃贴膜玻璃贴膜玻璃。。。。

热热热热线线线线反反反反射射射射玻璃玻璃玻璃玻璃施施施施工后有时会出现工后有时会出现工后有时会出现工后有时会出现彩虹彩虹彩虹彩虹现现现现象象象象。（。（。（。（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是是是是屋屋屋屋外外外外暗室暗室暗室暗室内内内内亮亮亮亮的时的时的时的时候候候候））））

※※※※经过金经过金经过金经过金属属属属氧氧氧氧化化化化物物物物烧烧烧烧制制制制的表面无法的表面无法的表面无法的表面无法施施施施工工工工。。。。

内内内内嵌网丝嵌网丝嵌网丝嵌网丝玻璃有玻璃有玻璃有玻璃有热裂热裂热裂热裂的可的可的可的可能性能性能性能性。（。（。（。（不涂膜也有不涂膜也有不涂膜也有不涂膜也有热裂热裂热裂热裂的情况的情况的情况的情况。）。）。）。）

※※※※金金金金属和玻璃的属和玻璃的属和玻璃的属和玻璃的膨胀率膨胀率膨胀率膨胀率不同不同不同不同。。。。

没有玻璃贴膜没有玻璃贴膜没有玻璃贴膜没有玻璃贴膜施施施施工时贴膜被融化无法工时贴膜被融化无法工时贴膜被融化无法工时贴膜被融化无法做好做好做好做好基础处理被反弹基础处理被反弹基础处理被反弹基础处理被反弹。。。。

上上上上记事项记事项记事项记事项需要确需要确需要确需要确认认认认。。。。

⑤⑤⑤⑤空调空调空调空调直直直直接吹向接吹向接吹向接吹向玻璃时玻璃时玻璃时玻璃时关掉空调关掉空调关掉空调关掉空调或或或或调调调调开风开风开风开风向向向向。。。。

※※※※风风风风吹吹吹吹时加快时加快时加快时加快干燥干燥干燥干燥使使使使拉拉拉拉平性平性平性平性下下下下降降降降。。。。

⑥⑥⑥⑥涂剂容易与涂剂容易与涂剂容易与涂剂容易与空空空空气气气气中中中中的水分反的水分反的水分反的水分反应应应应，，，，不要开盖不要开盖不要开盖不要开盖放置放置放置放置。。。。涂剂涂剂涂剂涂剂放置放置放置放置阴凉阴凉阴凉阴凉处保处保处保处保管管管管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放置放置放置放置在后在后在后在后车厢车厢车厢车厢或或或或冰箱冰箱冰箱冰箱。（。（。（。（有变质的可有变质的可有变质的可有变质的可能性能性能性能性。。。。））））

⑦⑦⑦⑦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完完完完的工的工的工的工具具具具需需需需洗洗洗洗干干干干净净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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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①①①①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抑抑抑抑制制制制直直直直射射射射热热热热

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容易容易容易容易误误误误会的是会的是会的是会的是身体感身体感身体感身体感受受受受温度的部分温度的部分温度的部分温度的部分。。。。直直直直射射射射热热热热最大最大最大最大可可可可抑抑抑抑制制制制５５５５～～～～10101010℃℃℃℃的的的的宣传宣传宣传宣传，，，，有的用有的用有的用有的用户户户户会会会会误误误误

解解解解成可成可成可成可降低室降低室降低室降低室温温温温5555～～～～10101010℃℃℃℃。。。。正正正正确的确的确的确的应该应该应该应该是可是可是可是可降低降低降低降低全体全体全体全体室室室室温温温温2222～～～～3333℃℃℃℃，，，，２２２２～～～～３３３３℃℃℃℃的的的的温度温度温度温度差差差差无法被无法被无法被无法被

身体感身体感身体感身体感受受受受到到到到。。。。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例例例例如用如用如用如用户户户户的房的房的房的房间夏间夏间夏间夏季温度有季温度有季温度有季温度有35353535℃℃℃℃，，，，施施施施工后工后工后工后３２３２３２３２～～～～３３３３３３３３℃℃℃℃，，，，还还还还是是是是很热很热很热很热。。。。用用用用

户户户户以为以为以为以为施施施施工工工工了了了了以后就会以后就会以后就会以后就会凉凉凉凉快快快快了了了了，，，，但但但但无法无法无法无法体感体感体感体感到温度到温度到温度到温度差差差差就会就会就会就会觉觉觉觉得得得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效效效效果果果果！！！！招招招招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满满满满。。。。室室室室内内内内气气气气

温温温温本本本本来就来就来就来就很很很很高高高高时或时或时或时或日射日射日射日射较较较较弱弱弱弱时不易时不易时不易时不易体感体感体感体感到温度到温度到温度到温度差差差差的的的的事事事事需要需要需要需要向客户向客户向客户向客户表明表明表明表明。。。。

②②②②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抑抑抑抑制结制结制结制结露露露露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抑抑抑抑制结制结制结制结露露露露，，，，但请但请但请但请不要表不要表不要表不要表示示示示成不会产成不会产成不会产成不会产生生生生结结结结露露露露。。。。

还还还还是会产是会产是会产是会产生生生生结结结结露露露露但但但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抑抑抑抑制制制制５５５５００００％％％％的表的表的表的表达达达达是是是是正正正正确的确的确的确的。。。。

「「「「几点几点几点几点时产时产时产时产生生生生结结结结露露露露多少多少多少多少」」」」举举举举例例例例根据时根据时根据时根据时间间间间段段段段产产产产生生生生结结结结露露露露的的的的状状状状况况况况向客户说向客户说向客户说向客户说明确明确明确明确认认认认是是是是否否否否理理理理解解解解。。。。涂膜后涂膜后涂膜后涂膜后

可可可可推推推推迟迟迟迟结结结结露露露露产产产产生生生生的时的时的时的时间间间间，，，，保水保水保水保水性性性性是玻璃的是玻璃的是玻璃的是玻璃的2222倍倍倍倍。。。。单单单单看看看看玻璃面的玻璃面的玻璃面的玻璃面的许许许许多的水多的水多的水多的水滴滴滴滴会会会会觉觉觉觉得得得得「「「「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结结结结露露露露

还还还还很厉害吗很厉害吗很厉害吗很厉害吗！！」！！」！！」！！」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判判判判断断断断照可照可照可照可能能能能照成不照成不照成不照成不满满满满。。。。实际实际实际实际上上上上结结结结露露露露产产产产生生生生的时的时的时的时间间间间花了花了花了花了2222倍倍倍倍以上以上以上以上，，，，还还还还有有有有

保水保水保水保水性性性性升升升升高高高高，，，，水水水水滴滴滴滴不易不易不易不易流流流流下需要下需要下需要下需要向客户说向客户说向客户说向客户说明明明明。。。。

窗框也会产窗框也会产窗框也会产窗框也会产生生生生大大大大量量量量结结结结露露露露的情况的情况的情况的情况，，，，玻璃面的玻璃面的玻璃面的玻璃面的施施施施工不会工不会工不会工不会抑抑抑抑制制制制窗框窗框窗框窗框结结结结露露露露的产的产的产的产生生生生。。。。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向客户向客户向客户向客户表明的注意表明的注意表明的注意表明的注意点点点点

①①①①尘埃问题尘埃问题尘埃问题尘埃问题

多少会附着些多少会附着些多少会附着些多少会附着些尘埃尘埃尘埃尘埃的的的的事事事事实实实实必须必须必须必须向客户说向客户说向客户说向客户说明明明明。。。。距距距距离离离离１１１１ｍｍｍｍ以上以上以上以上观看观看观看观看时如果不时如果不时如果不时如果不介介介介意就没有意就没有意就没有意就没有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②②②②湿度湿度湿度湿度・・・・湿湿湿湿气气气气・・・・结结结结露露露露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施施施施工的玻璃表面温度工的玻璃表面温度工的玻璃表面温度工的玻璃表面温度及及及及湿度湿度湿度湿度：：：：温度温度温度温度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３０３０３０３０℃℃℃℃、、、、湿度湿度湿度湿度７０７０７０７０％％％％以下以下以下以下。。。。

湿度湿度湿度湿度要要要要求求求求７０７０７０７０％％％％以下以下以下以下，，，，但施但施但施但施工现工现工现工现场场场场的湿度在的湿度在的湿度在的湿度在６６６６００００％％％％以下以下以下以下的的的的环境环境环境环境下下下下施施施施工工工工。。。。

湿度湿度湿度湿度太高太高太高太高时时时时拉拉拉拉平性平性平性平性降低降低降低降低，，，，出现硬化不出现硬化不出现硬化不出现硬化不良良良良白白白白浊浊浊浊等现等现等现等现象象象象。。。。

（（（（出出出出汗汗汗汗时表时表时表时表示示示示玻璃玻璃玻璃玻璃周周周周边的温度边的温度边的温度边的温度升升升升高高高高。）。）。）。）

・・・・玻璃表面产玻璃表面产玻璃表面产玻璃表面产生生生生结结结结露露露露时时时时中中中中止止止止施施施施工工工工，，，，不产不产不产不产生生生生结结结结露露露露时时时时再施再施再施再施工工工工。。。。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空调空调空调空调、、、、除湿除湿除湿除湿器器器器等等等等数数数数日日日日可保可保可保可保持持持持施施施施工工工工状状状状态态态态的情况时也可以的情况时也可以的情况时也可以的情况时也可以施施施施工工工工。。。。

但但但但、、、、含水时含水时含水时含水时拉拉拉拉平性平性平性平性下下下下降降降降硬化不硬化不硬化不硬化不良良良良或出现白或出现白或出现白或出现白浊浊浊浊现现现现象象象象。。。。

③③③③风的风的风的风的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涂膜时确保风不直涂膜时确保风不直涂膜时确保风不直涂膜时确保风不直接接接接风风风风向向向向玻璃的玻璃的玻璃的玻璃的环境环境环境环境。。。。空调空调空调空调直直直直接吹向接吹向接吹向接吹向玻璃时玻璃时玻璃时玻璃时关掉空调关掉空调关掉空调关掉空调或或或或调调调调开风开风开风开风向向向向。。。。

※※※※风风风风吹吹吹吹时时时时干燥干燥干燥干燥的的的的速速速速度加快使度加快使度加快使度加快使拉拉拉拉平性平性平性平性下下下下降降降降。。。。

但但但但，，，，如下开如下开如下开如下开空调施空调施空调施空调施工的工的工的工的例外例外例外例外情况也有情况也有情况也有情况也有。。。。

梅雨梅雨梅雨梅雨时节时节时节时节，，，，如果不开如果不开如果不开如果不开空调空调空调空调湿度湿度湿度湿度升至升至升至升至７０７０７０７０％％％％以上以上以上以上的情况时的情况时的情况时的情况时→→→→涂膜时涂膜时涂膜时涂膜时微微微微风风风风朝朝朝朝下方下方下方下方吹吹吹吹，，，，不要直不要直不要直不要直接接接接

对对对对着玻璃着玻璃着玻璃着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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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④④④气味气味气味气味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ＱＱＱＱ１１１１，，，，「「「「这这这这种气味种气味种气味种气味会会会会消失消失消失消失吗吗吗吗？」？」？」？」

→→→→「「「「涂膜后涂膜后涂膜后涂膜后夏夏夏夏季季季季３０３０３０３０分分分分、、、、冬冬冬冬季季季季１１１１个小个小个小个小时时时时指指指指触触触触干燥干燥干燥干燥后后后后打打打打开窗开窗开窗开窗户户户户，，，，２２２２～～～～３３３３小小小小时时时时候气味候气味候气味候气味就会就会就会就会小小小小时时时时，，，，

请放心请放心请放心请放心。。。。但但但但不不不不能能能能开窗时开窗时开窗时开窗时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天天天天气味气味气味气味还还还还会残留会残留会残留会残留。。。。」」」」

不不不不能能能能开窗的情况是开窗的情况是开窗的情况是开窗的情况是、、、、、、、、、、、、？？？？

・・・・窗窗窗窗户户户户本身打本身打本身打本身打不开不开不开不开

・・・・梅雨梅雨梅雨梅雨时节时节时节时节，，，，外外外外面下面下面下面下雨雨雨雨时湿度时湿度时湿度时湿度急急急急速速速速升升升升高高高高→→→→开窗后开窗后开窗后开窗后由于由于由于由于湿度的湿度的湿度的湿度的关系关系关系关系涂膜可涂膜可涂膜可涂膜可能能能能出现白出现白出现白出现白浊浊浊浊现现现现象象象象。。。。

开窗后下开窗后下开窗后下开窗后下雨雨雨雨或下或下或下或下雪雪雪雪时时时时，，，，水水水水滴滴滴滴会附着涂膜面的情况会附着涂膜面的情况会附着涂膜面的情况会附着涂膜面的情况。。。。

ＱＱＱＱ２２２２、、、、「「「「这这这这种气味种气味种气味种气味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影响影响影响影响小小小小孩吧孩吧孩吧孩吧？」？」？」？」

→→→→「「「「材材材材料料料料本身本身本身本身不含不含不含不含甲醛甲苯甲醛甲苯甲醛甲苯甲醛甲苯等等等等VVVVOOOOCCCC物物物物质质质质，，，，不会不会不会不会造造造造成化成化成化成化学学学学房房房房问题问题问题问题，，，，不会不会不会不会给给给给小小小小孩带孩带孩带孩带来不来不来不来不好好好好影响影响影响影响，，，，

请放心请放心请放心请放心。。。。如果无法如果无法如果无法如果无法忍受忍受忍受忍受这这这这种气味种气味种气味种气味，，，，请请请请在在在在别别别别的房的房的房的房间间间间等等等等候候候候或或或或先外先外先外先外出出出出，，，，感感感感谢谢谢谢配配配配合合合合。。。。」」」」

ＱＱＱＱ３３３３、、、、「「「「不不不不小心小心小心小心舔了舔了舔了舔了涂膜涂膜涂膜涂膜 怎怎怎怎么么么么办办办办？」？」？」？」

→→→→如如如如ＭＳＤＳＭＳＤＳＭＳＤＳＭＳＤＳ产品产品产品产品安全安全安全安全资资资资料所料所料所料所示示示示。。。。「「「「误饮误饮误饮误饮时时时时立即漱口立即漱口立即漱口立即漱口并并并并引引引引入大入大入大入大量水或量水或量水或量水或盐盐盐盐水水水水吐吐吐吐出出出出，，，，在就在就在就在就医医医医检查检查检查检查。。。。

如果如果如果如果误饮者误饮者误饮者误饮者失失失失去意去意去意去意识识识识时时时时请请请请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往往往往嘴里灌嘴里灌嘴里灌嘴里灌入入入入任何东西任何东西任何东西任何东西，，，，也不要也不要也不要也不要勉勉勉勉强强强强吐吐吐吐出出出出。。。。」」」」涂剂属涂剂属涂剂属涂剂属溶系溶系溶系溶系剂涂剂涂剂涂剂涂

料料料料，，，，请请请请绝绝绝绝对对对对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添添添添。。。。施施施施工后工后工后工后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天天天天为止为止为止为止请请请请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让小让小让小让小孩孩孩孩或或或或宠宠宠宠物物物物靠靠靠靠近窗边近窗边近窗边近窗边。。。。

⑤⑤⑤⑤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施施施施工的玻璃工的玻璃工的玻璃工的玻璃种类种类种类种类

・・・・防水玻璃加工面防水玻璃加工面防水玻璃加工面防水玻璃加工面：：：：无法除去油膜无法除去油膜无法除去油膜无法除去油膜，，，，涂剂会被反弹涂剂会被反弹涂剂会被反弹涂剂会被反弹，，，，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施施施施工工工工。。。。

・・・・热热热热线吸收线吸收线吸收线吸收・・・・热热热热线线线线反反反反射射射射玻璃加工面玻璃加工面玻璃加工面玻璃加工面：：：：经过金经过金经过金经过金属属属属氧氧氧氧化化化化物物物物烧烧烧烧制制制制，，，，无法除油膜无法除油膜无法除油膜无法除油膜，，，，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施施施施工工工工。。。。在加工在加工在加工在加工

面的反面涂膜有时也会产面的反面涂膜有时也会产面的反面涂膜有时也会产面的反面涂膜有时也会产生彩虹生彩虹生彩虹生彩虹现现现现象象象象。（。（。（。（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是是是是户户户户外外外外暗室暗室暗室暗室内内内内亮亮亮亮时时时时））））

・・・・ 有有有有伤伤伤伤痕痕痕痕，，，，裂痕裂痕裂痕裂痕的玻璃的玻璃的玻璃的玻璃：：：：基基基基本本本本上不可上不可上不可上不可施施施施工工工工。。。。如果要如果要如果要如果要施施施施工工工工，，，，需要需要需要需要向向向向用用用用户说户说户说户说明无法保明无法保明无法保明无法保证证证证玻璃不玻璃不玻璃不玻璃不

会会会会热裂热裂热裂热裂。。。。

・・・・贴膜没有剥离涂膜时贴膜没有剥离涂膜时贴膜没有剥离涂膜时贴膜没有剥离涂膜时，，，，无法基础处无法基础处无法基础处无法基础处而而而而出现被反弹的情况出现被反弹的情况出现被反弹的情况出现被反弹的情况。。。。

⑥⑥⑥⑥关于施关于施关于施关于施工工工工

・・・・表面硬化后表面硬化后表面硬化后表面硬化后达达达达到可以触到可以触到可以触到可以触摸摸摸摸的的的的状状状状态态态态，，，，夏天夏天夏天夏天需需需需３０３０３０３０分分分分钟钟钟钟、、、、冬天冬天冬天冬天需需需需1111个小个小个小个小时时时时。。。。

基基基基本本本本上上上上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天天天天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正正正正常常常常触触触触摸摸摸摸。。。。但但但但，，，，要要要要达达达达到到到到４４４４HHHH硬度的硬度的硬度的硬度的完全完全完全完全硬化硬化硬化硬化状状状状态态态态，，，，夏天夏天夏天夏天需要需要需要需要２２２２～～～～３３３３周周周周，，，，冬冬冬冬

天天天天需要需要需要需要１１１１个个个个月月月月。。。。

・・・・施施施施工后工后工后工后交代交代交代交代用用用用户户户户1111个个个个月月月月以内不要清洁玻璃以内不要清洁玻璃以内不要清洁玻璃以内不要清洁玻璃。。。。清洁时清洁时清洁时清洁时只只只只可用水可用水可用水可用水拭拭拭拭擦或用擦或用擦或用擦或用中性中性中性中性洗洗洗洗洁精洁精洁精洁精稀释稀释稀释稀释后使后使后使后使

用用用用。。。。

如果如果如果如果请人请人请人请人清洁清洁清洁清洁，，，，请转请转请转请转告告告告清洁工清洁工清洁工清洁工人人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