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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表

Sika® SealTape F
裂縫橋接防水密封膠帶

說明

Sika® SealTape F 為一種彈性系統元件，可與Sika®防
水產品結合使用。可減低牆角裂縫區、地板至牆面連結
處、管道孔之潛在裂縫漏水之風險

使用範圍

裂紋橋接和防水膠帶可與Sika®防水產品結合使用，可降
低有開裂風險的區域的漏水情形：
住宅或商業濕室▪
冷藏區、洗車場和餐飲廚房▪
游泳池和搭配陶瓷覆蓋物之儲水槽▪
陽臺和露臺▪
室內外皆可使用▪

特性/優點

高彈性▪
高抗裂強度▪
易於安裝▪
防水與水密性 ▪
對Sika®防水產品附著力佳 ▪
耐化學腐蝕▪
耐紫外線照射▪

產品資訊

化學成分 密封層 熱塑性彈性體 （TPE）
毛氈層 聚丙烯

包裝 預成形截面
密封膠帶 捲材 25 m / 50 m 箱裝
內角 20 組 / 箱
外角 20 組 / 箱
牆面補丁D14 20 組 / 箱
地面貼片 10 組 / 箱
坡邊20 mm, 28 mm, 38 mm,左與右 10 組 / 箱

請參考報價單之包裝形式

最佳保質期 自生產日起 24個月

儲存條件 產品需未開封損傷，儲存於+5 °C 至 +30 °C乾燥環境
請參考包裝說明

特徵/顏色 黃色

長度 密封膠帶 約 25 m / 約 50 m

寬度 密封膠帶 約 120 mm

厚度 約 0.6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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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資訊

系統結構 Sika® SealTape F 搭配以下密封產品使用：
Sikalastic®-1 K▪
SikaCeram®-500 Ceralastic (防水砂漿)▪
Sikalastic®-152▪
Sikalastic®-220 W (具 ETAG 022 技術評鑑)▪
SikaCeram® Sealing Fix▪

相似Sika® 可適合與Sika® SealTape F搭配使用，請聯繫西卡技術部門

相容性 不得直接接觸溶劑型填縫膠或黏著劑

技術資料

拉伸強度 縱向 ≥ 85 N / 15 mm
橫向 ≥ 15 N / 15 mm

(DIN EN ISO 527-3)

伸長率 縱向 ≥ 50 %
橫向 ≥ 200 %

(DIN EN ISO 527-3)

服務溫度 最低 -30 °C  / 最高 +90 °C 

水密性 ≥ 1.5 bar (DIN EN 1928, Procedure B)

水蒸氣等效空氣層厚度 Sd ≥ 7 m (DIN EN 1931)

化學抵抗性 可抗多種化學物質。請洽西卡技術部門獲得更多資訊

抗UV性能 ≥ 500 小時 (DIN EN ISO 4892-2)

施作資訊

環境大氣溫度 最低 +5 °C  / 最高 +25 °C  (請參考使用防水系統之產品資料表)

素地溫度 最低 +5 °C  / 最高 +25 °C  (請參考使用防水系統之產品資料表)

產品基本資料

於本產品資料表中的所有技術數據資料，均係依據試驗
室的測試結果。實際量測的數據也許會因環境情況的變
化而有所不同。

生態，健康和安全

歐盟化學品法規1907/2006號 - REACH

本產品是歐盟(EC)化學品法規(REACH)1907/2006號第
3條其中一款條文的定義。它不包含任何物質的目的是從
正常使用或可預見的條件下條文發布。依循第31條文的
安全資料表時不需要將產品推向市場，運輸或使用它。
為了安全使用依循安全資料表。基於我們現有的知識
，這款產品資料的指示，本產品不含有SVHC(高關注度
物質)，如REACH法規附件XIV或歐洲公佈的候選名單上
所列化學品管理局的濃度超過0.1％(重量比W/W)

施作說明

素地整理

所有基材必須穩定、清潔、乾燥、無任何鬆散或易碎的
顆粒、灰塵、污垢、油、蠟拋光劑、油脂、舊黏著劑殘
留物、水泥浮漿或風化等污染物。光滑的表面必須微粗
糙，並清除灰塵，以提高附著力

施作方法/工具

Sika® SealTape F 膠帶
使用鏝刀或刮刀將膠帶嵌入潮濕的Sika®防水產品的第一
層
為了符合位移量，可以用膠帶在裂縫上加強
重疊處必須 ≥ 50 mm。 在硬化的第一層和膠帶的頂部
，塗上Sika®防水產品的第二層
Sika® SealTape F 牆面貼片
嵌入方式與Sika® SealTape F膠帶相同。用於管道時
，至少需要4 mm的可拉伸部件與管道表面接觸
Sika® SealTape F 地板貼片
使用剪刀或裁刀切成合適的尺寸。嵌入方式與Sika® 
SealTape F膠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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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限制

請留意因當地特殊規定，本產品的效能可能因國家而異
，請參考當地產品資料表詳細描述之適用範圍。

法律聲明

以上所述之技術資料，特別是關於西卡產品施工與使用
的建議，是完全按照西卡目前對此產品的知識與經驗
，所有的西卡產品必須在正常的條件下經過適當的儲存
、搬運與使用。就實務上而言，材料、基材與實際現場
狀況的差異性相當大，以上所述之技術資料與其他書面
的或提供的建議，都無法提供任何個案的施工保固或產
品適用性，或任何法律上的責任。西卡產品的使用者必
須遵守西卡產品的專利權。基本上，在符合西卡銷售條
件及交貨規定下西卡可接受客戶的訂單。使用者應該隨
時參考相關產品之最新產品資料表，有需要時可洽詢西
卡提供相關資料。

台灣西卡(股)公司Sika Taiwan Ltd.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83號15F-1
TEL: 03-352-8622
FAX: 03-352-0470
電郵: sika@tw.sika.com
網站: twn.sik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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