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OBA GmbH & Co. KG | Leonberger Strasse 56-62 | D-71254 Ditzingen | 德国
电话：+49 7156 357-0 | 传真：+49 7156 357-211 | 电子邮箱：service@loba.de | www.loba.de

31
/0

3/
20

22

页面 1/3 

技术信息

各种颜色

产品数据

产品编号
11842 5 l 4 128

粘度DIN 4 37 ±2s

固体 38 ±2%

GISCODE W3+

2004/42/CE 欧盟对产品的限制值(类别 A/i)：140 克/升 (2010年)。
 本产品所含VOC(有机化合物挥发性)最大为74 克/升。

存储和运输 12个月的存储稳定性。 没有ADR规定的危险品。 存储和运输温度为+5到+25°C，注意防冻保护。

适用于外部区域木材表面的水性单组分涂层。 这位户外专家让您的露台吸引众
人关注：不论是时尚的灰色还是优雅的红棕色 - DeckFinish Color非常耐用，可
抵御任何天气，具有防滑和抗氯的功能。凭借其快速、简单的处理，坚固耐用
的表面防护还缩短了工作时间。

• 深度抗紫外线辐射、防冻防潮
• 抗氯
• 处理安全且简单
• 没有木材石墨化
• 干燥时间短
• 适用于所有的木种
• 适用于光滑的和带有纹路的木板
• 可被用于包含LOBADUR DeckPrepare的系统

使用范围:

适用于木制露台和户外区域的天花板。 防滑性符合 DIN 51097 评审组 A 和 
DIN 51130 评审组 R10 的要求。

到达下一个级别：为您的露台持久提供防紫外线和气候影响的保护作用！

DeckFinish Color

10-19°

R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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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信息

800145
浅棕

800150
深棕

800099
红棕

900148
灰色

没有颜色保证

各种颜色

加工处理提示

涂布工具/涂布量

LOBATOOL油刷、毛刷/100-120 ml/m²。实际的材料消耗可能因木种、木材湿度和表面的风化状态而有所不同。表面风化严重时，材料消耗会
明显增多。

干燥时间

• 在2-3小时后重新修整，在24小时之内。
• 过夜干燥后可承受轻微负荷。
• 48小时后达到全面的承载性能。

预处理
• 为了优化附着特性以及防止木材石墨化，建议使用LOBADUR DeckPrepare进行预处理。

• 最佳的使用条件是：+15°C至+25°C的温度，40%至75%的相对空气湿度，+15°C至+25°C的材料温度。
• 不要涂布在暴露于高温或强烈日光下的表面上，因为涂布的涂层可能快速变干。如果预计在涂布之后3小时内会下雨，则不要涂布。
• 如不确定，请使用一个测试面来确定兼容性、附着力和外观。效果可能因木种(尤其是油性、色彩强烈和树脂性木种)而所有不同。
• Die Farbtöne sind untereinander mischbar. Zur Aufhellung bzw. der Reduzierung des Deckvermögens kann die transparente 

Variante zugemischt werden. Nach dem Abtönen ist auf einen sehr gleichmäßigen Materialauftrag zu achten. Material in 
Faserrichtung Diele für Diele auftragen und Überlappungsbereiche vermeiden.

• 摇匀材料。
• 不要把材料直接倒在地板上，请使用LOBATOOL涂料桶。
• 避免表面上形成液滴，或直接用毛刷或刷子抹平。
• 请遵守常规的和产品特殊的劳动保护规定。详细信息请参阅操作说明的GISCODE。操作说明可通过www.wingis-online.de获取。

产品数据

DeckFinish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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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信息

各种颜色

一般提示

干燥时间：规定的干燥时间适用于+20°C的温度和50%的相对空气湿度。更低的温度、更高的相对空气湿度会导致干燥延时。在达到最终硬度
前不要进行湿清洁。产品的具体说明请参见相应的技术信息。

全面结构中LOBADUR DeckFinish Color的使用：原则上，可以在不使LOBADUR DeckPrepare的情况下使用LOBADUR DeckFinish 
Color。LOBADUR DeckPrepare的使用可以明显改善底面涂料的附着特性并提高加工安全性。

本文档中的信息以及我们针对操作人员提供的所有其他提示和建议，是我们多年的经验积累，并符合标准条件。由于我们产品涂布方法的多样
性和不同的加工条件，购买者应自己测试产品的适用性，或联系LOBA公司的应用技术部门获得技术支持。必须遵守地板制造商的建议和现行标
准。我们的保证和责任只限于我们一般商业条件中的规定，不会因此信息或其他技术部门提供的咨询而扩大。随着新技术信息的出版，旧的信
息将自动失去其有效性。

带有®的词和符号表示至少是在德国范围内注册登记并受版权保护的品牌标记。

加工处理提示

准备：

首次处理
• 根据产品LOBACARE DeckDegrayer技术信息中适用于“用旧的天花板”或“新安装的天花板”的规定准备底面。
• 根据技术信息涂布LOBADUR DeckPrepare。
• 干燥1小时。等待完全干燥。
• 涂布LOBADUR DeckFinish Color
• 干燥2小时 
• 涂布第二层LOBADUR DeckFinish Color

后续处理
• 根据产品的技术信息用LOBACARE DeckDegrayer进行基础清洁
• 涂布LOBACARE DeckPrepare
• 干燥1小时 
• 涂布LOBADUR DeckFinish Color
为了持久保持美丽外观，我们建议每年对露台天花板进行一次基础清洁和重新涂装。

DeckFinish Col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