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ltratop常用於公共和工業建築內部，可施作於於平整的
新建結構體或現有的混凝土和磁磚基底，施作厚度約
5mm至40mm。
Ultratop的高機械強度和耐磨性特性作為地板完成面材
質，使本產品非常購物中心、辦公室、商店、展示間甚至
供車輛行徑的區域如:室內停車場、室內倉儲。
Ulratop乾固其表面的高細緻度也可作為一般住家地坪使
用。

• 購物中心、超市、餐廳、商店和展示間的平整地坪。

• 水泥粉光地坪、舊水磨石、舊瓷磚及天然石材面的新作
平整無縫地坪。

• 作為油漆化學、食品加工廠、紡織廠和皮革廠等工業地
板時，可使用環氧樹脂塗料進行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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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

施作範例

• 購物中心、超市、餐廳、商店和展示間的拋光面地坪。

• 在住家、辦公室、商店、博物館、劇院和展覽廳內搭配
天然骨料使用以水磨石地坪質感呈現。

Ultratop是粉末產品，顏色由天然礦石研磨製成有淺灰色、
白色、米白色、銹紅色、煤炭黑和標準灰，成分包含特殊
快乾固化劑、分級矽砂、合成樹脂和MAPEI研究實驗室開
發的特殊添加劑。

根據EN 13813：2002標準，Ultratop被分類為CT-C40-F10-
A9-A2fl-s1。
CT是指水泥基產品，C40和F10分別是28天後抗壓強度和抗
彎強度，A9是耐磨係數，A2fl-s1是遇火反應等級。

當與水混合時，Ultratop成為一種自流平化合物，易於手動
鋪設或泵塗，厚度為5mm至40mm。
經過僅幾個小時的凝固後，Ultratop具有高抗壓和抗彎強
度，與基材完美結合，並且由於其特殊的成分，無須另外加
水養護，可以快速乾燥，因此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後塗上任何
其他的面漆。

Ultratop完成面效果除了一般平光面，Ultratop可於施工後
約3天後以金剛石研磨盤進行乾拋光，以獲得類似於天然石
材的光澤反光飾面。

Ultratop也可用於製作具有水磨石效果的地板，其中乾磨工
藝帶出了骨料的特性（顏色，形狀和尺寸），以創造具有獨
特的原始表面的地板。

技術特性Ultratop依據EN 13813：2002表準分類為
材質種類:CT         (水泥砂漿)
抗壓強度:C40      (40N/mm2)
抗彎強度:F10       (10N/mm2)
耐磨等級:A9        (9cm3/50 cm2)
耐燃等級:A2fl-s1 (不燃地板材、沒有或極少煙霧排放)



• 一旦開始鋪設Ultratop，就不要再向混合
物中添加更多的水。

基底必須乾燥，堅固，無灰塵，鬆散和脫
落的部件，油漆，蠟，油和所有其他污染
物，在要鋪設的房間周圍和周圍穿過地板的
任何垂直元素（如柱子）周圍施作特殊伸縮
縫材料。基材面的裂縫必須事先以Eporip
等...結構修復材修復完成，混凝土或陶瓷或
天然石材表面必須通過人工或機械研磨處
理，並用Primer SN塗底漆，並在需要時用
Mesh 320（玻璃纖維網）增強，然後全面
鋪灑Quartz 1.2.，根據施作環境溫度讓
Primer SN乾燥12-24小時。(在吸收性混凝
土基材時可用1~2層，1:1重量比稀釋的
Primer LT作為Primer SN底層替代，在使用
Ultratop之前，根據施作環境溫度讓Primer 
LT乾燥2-5小時。）

以供料機鋪設

電動攪拌器混合材料

立式混合器混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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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在金屬表面上使用Ultratop。

• 不要在低於+ 5°C或高於+ 35°C的溫
度下使用Ultratop。

• 使用Ultratop製作的地板顏色並不總是均勻
的，這是水泥基產品的典型特徵，除了這種
產品的固有性質之外，各種顏色的差異也可
能由產品的應用方式引起， 此外，為了保證
完美的平整度，必須在沒有長時間停頓的情
況下連續施工。

• 不要在易受潮濕影響的基材上使用

Ultratop。（請諮詢MAPEI技術服務部門）

不要在Ultratop混合物中加入石灰，水泥，
石膏或其他粘合劑。

不要在浮動砂漿上使用Ultratop， Ultratop基
底必須施作在堅固，緊實的基材上。

基底準備

施工步驟

產品混合

將25公斤Ultratop袋的內容物倒入裝有
5.0~5.5公升清水的容器中，繼續用低速電
動攪拌器混合，直至形成光滑，可流動、無
塊狀的混合物，之後靜置2-3分鐘，在鋪設
前，將混合物重新混合幾分鐘(在+ 23°C的
溫度下在15分鐘內施用的Ultratop的量，混
合物的適用期根據溫度而變化，隨著溫度的
升高而降低)，如果鋪設Ultratop的面積較
大，建議使用立式混合器以混合更大量的產
品，以機械方法混合產品時，所需的水量與
手動混合時相同，在鋪設之前將產品混合直
至混合物完全均勻，當使用灌漿機應用
Ultratop時，必需使用機械混合器以保證鑄
造時材料連續流動性。

將Ultratop以人工或機械方式（螺旋送料器的
噴漿機）鋪設。

自然光澤面鋪設厚度需約5mm-40mm。
拋光面鋪設厚度需約10mm-40mm。

產品鋪設

Ultratop的自平特性，可減少因平滑器留下的
痕跡，使用產品時，如遇到原有結構設計的伸
縮縫時，請配合原結構設計進行伸縮縫設置

(每50m2)，地熱系統則不得超過
25-30m2，伸縮縫建議先以Mapefoam控制填
充縫的深度，再以Mapeflex PU 45 FT快速硬
化，可塗漆、聚氨酯密封膠和粘合劑，具有高
彈性模量，伸縮率可達20％。

A.自然光澤面處理
在Ultratop鋪設後3天內，於表面施作
Mapefloor Finish系列的完成面防護材料，使
Ultratop表面不吸水。

B.乾拋光面處理
在Ultratop鋪設3天後使用金剛石研磨機進行
表面乾拋光處理，拋光後的表面將是非常光滑
且有光澤的，非常類似於天然石材，例如花崗
岩，在拋光過程中導致表面會形成微孔，必須
用Ultratop Stucco修補微孔，這是一種特殊的
填縫產品，專用於Ultratop的孔隙填補，拋光
完成後以Mapecrete Stain Protection強化表
面，最後再以Mapelux Lucida或Mapelux 
Opaca金屬蠟，使清潔和維護更簡便。

C.水磨石面處理

1.底層處理
以Primer SN 進行層處理（如果需要，基底可用
Mesh 320加強），並將Quartz 1.2鋪灑於底層
處理劑表面，根據環境溫度，讓Primer SN 乾燥
12-24小時後，用吸塵器清除多餘的沙子。

2.天然顆粒鋪設
在Primer SN 表面塗佈Mapefloor I 910（作為
黏著促進劑），將水磨石的天然石顆粒(建議
粒徑不小於1 cm）與Mapefloor I 910以水泥
攪拌機拌合，拌合比例為1:20(拌合比例可用
於粒徑為1cm至1.5cm的天然石顆粒) ，混合
幾分鐘後將混合物鋪設在表面上（鋪在混合
物上，而Mapefloor I 910仍然是新鮮的），
用平鏝刀或電動鏝刀子將其混合後立即壓實
混合物，待基材硬化至少24小時（+ 20-23°
C），溫度越低硬化所需時間越長。

3.Ultratop 鋪設

按照產品混合過程準備Ultratop，將新鮮砂漿
鋪設在骨料的硬化表面上，確保骨料之間的所
有空隙都完全填滿，並以橡膠鏝刀或塗抹器的
輔助下進行該操作，以幫助砂漿滲透到先前製
備的基材中。

4.表面乾拋光施作

待Ultratop硬化2～3日後使用金剛石研磨機進
行乾拋光施作，以獲得完全光滑和有光澤的表
面將是非常類似於水磨石地板，在“研磨加
工”循環時，表面可以使用Ultratop Stucco將
孔隙填補。

不要在潮濕表面上使用Ultratop。

5.完成面防護處理
表面乾拋光後，然後使用Mapecrete Stain 
Protection（一種特殊的防污，防水和防油產

品）進行表面強化處理，之後以Mapelux 
Lucida或Mapelux Opaca metallic wax處理，

使後續的清潔和維護操作更簡單。



技術資料 (基本數值)
符合: – EN 13813 : 2002, CT - C40 - F10 - A9 - A2fl-s1

產品性值

 產品性質: 細粉

顏色: 天然礦色:淺灰、標準灰、白、米白色、鏽紅 、 煤炭黑

密度 (kg/m³): 1,300

乾固體含量 (%): 100

EC1 R Plus - 非常低有機氣體排放:

產品特性數據 ( +23°C ， 50% R.H.) 

混合比例: 以重量比
大約 每100份的Ultratop的粉劑配 20-22份的水

厚度 (mm): 5mm~40mm

自流平: 具備

混合物密度(kg/m³): 2,000 ~ 2,100

混合物PH值: 大約 12

施作溫度範圍: +5°C ~+35°C

混合物適用時間: 15 分鐘

設置時間: 60 分鐘

3-4 小時

Ultratop以機械鋪設材料

Ultratop表面以工具抹平

Ultratop 完成面

可輕步行時間: 

完工後產品特性

性能特點

根據
EN 13813 

水泥砂漿規範
產品性能

抗壓強度: EN 13892-2 5 < N/mm² < 80 
(28 天後)

+ 5°C + 23°C

24 小時 ≥ 12 ≥ 20

72 小時 ≥ 18 ≥ 25

7 天 ≥ 23 ≥ 30

28 天 ≥ 30 ≥ 40

抗彎強度: EN 13892-2 1 < N/mm² < 50 
(28 天後)

+ 5°C + 23°C

24 小時 ≥ 3 ≥ 5

72 小時 ≥ 4 ≥ 7

7 天 ≥ 5 ≥ 9

28 天 ≥ 7 ≥ 11

對混凝土的黏合強度: EN 13892-8 > 1.5 N/mm² 24 小時

28 天

+ 23°C

2.5 (基底破壞) 

2.5 (基底破壞)

耐磨性
Taber 耐磨測試 (H22 盤 -  500 g - 
200 rpm):

ASTM D4060

+ 5°C + 23°C

7 天 1.7 0.7

28 天 1 0.6

耐磨性
 Böhme 耐磨測試:

EN 13892-3 1.5 < cm³/50 cm² < 22
+ 23°C

28 天 9

遇火反應: EN 13501-1 生產廠數值 A2fl-s1

輪機測試 W, n. 測試週期 25000: EN 425
剝落:無
裂縫:無

* 搭配Mapefloor Finish系列面漆進行測試

測試方式



 Mapefloor I 910 
與天然骨材混合

搭配 Mapefloor I 910
施作水磨石效果

Mapefloor I 910 與天然骨
材混合後，搭配Ultratop
施作硬化完成面

Show-Room Quartarella Altamura (BA)
義大利
Ultratop 自然光澤面 煤炭黑

This symbol is used to identify Mapei products 
which give off a low level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 as certified by GEV (Gemein- 
schaft Emissionskontrollierte Verlegewerkstoffe, 
Klebstoffe und Bauprodukte e.V.), an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for controlling the level of emissions 
from products used for floors.

Our Commitment To The Environment
MAPEI products assist Project Designers  
and Contractors create innovative LEED  
(The 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certified project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U.S. Green 
Building Council.

清洗
在Ultratop尚未乾固前，可用清水清洗施作工
具。

產品用量
每cm厚度用量約: 16.5-17.5 kg/ m2

於施作水磨石效果時須依據天然骨材大小
調整用量。

產品包裝
25kg/包

產品保存
如果存放在陰涼乾燥的地方，Ultratop可保持
穩定12個月。

如果存儲時間較長，Ultratop的設置時間可
能會增加，但不會影響其最終特性。

本產品符合法規
EC）N°1907/2006（REACH）
第47項附件XVII的規範。

產品使用安全說明

Ultratop含有水泥，當與汗液或其他體液
接觸時會引起刺激性的鹼性反應和易感
性的過敏反應，它會對眼睛造成傷害，
建議使用防護手套和護目鏡，並採取常
規的處理化學品的預防措施，如果產品
與眼睛或皮膚接觸，請立即用大量清水

沖洗並盡速就醫。

有關材料施作安全須知, 及更多產品詳細
資料可參考
馬貝官方網站: http://www.mapei.com

本產品僅供專業人員使用

雖然本報告的技術細節和建議都基於多年
累積的知識與經驗，僅適用於一般情況，
具體情況的使用仍需長期在實踐中驗證，
因此，任何有意願使用本產品的人都應在
使用前確保預期情況下的適用狀況，在任
何情況下使用者對使用產品後果需負完全
責任。

注意!!

法律聲明!!
本技術數據表（“TDS”）的內容可能會
復製到另一個與項目相關的文檔中，但所
得到的文檔不得補充或替換MAPEI產品安
裝時有效的TDS要求。
最新的TDS可從我們的網站
www.mapei.com下載。對本TDS中包含或
衍生的詞語或要求的任何更改均不包括
MAPEI的責任。

相關工程案例訊息可於 
www.mapei.com登錄查詢

BUILDING THE FUTURE

®

台灣總代理  璉紅實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中坡北路15巷11號1樓
Tel (02) 87858856 - Fax (02) 87858860

E-mail: lha@landhome,com,tw- Website:www.landhome.com.tw

刊
登

於
此

文
件

中
的

文
字

、
相

片
和

插
圖

皆
為

版
權

所
有

，
翻

印
必

究
。

51
7-
01
-2
01
9(
TW
xT
A
IW
A
N
-L
.H
.)

Show-Room Szuper Gumi 
布達佩斯 - 匈牙利
Ultratop 拋光效果

Hotel Design 
布達佩斯 - 匈牙利
Ultratop 水磨石效果

Berlaymont Building, 
布魯塞爾
Ultratop 磚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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