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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DOMO®  Studio 
Decorative thin-layer design smoothing compound 

• 易施工 

• 极佳粘结力 

• 低用量 

• 表面强度高 

• 低应力 

• 短时间可步行  

• 短时间可负载 
 

可形成均匀,同质的室内墙面，顶面及地面。 

采用ARDURAPID®  , MICROTEC®  technology技术的水泥基聚合物产品  

可用于墙面，地面，顶面 

限室内使用 

具有卓越创意感的实用性表面材料，可用于日常有冲击或震动的场

所。如：店面, 餐厅, 咖啡厅, 大厅, 私人定制空间, 展厅等。 

 

产品特性: 

由特种水泥、聚合物、精选骨料、Microtec 纤维及特制添加剂组成

的白色粉末, 每包混合约3.9 升水搅拌成易于镘抹的稠浆体，并有约 

40 分钟的开放时间，最终形成薄批层。 

 

适用墙面: 

基层种类 
–混凝土 

–水泥基和石灰基墙面抹灰 

–石膏基腻子和石膏墙板 

–矿物纹理抹面及合成树脂抹面  

–浇筑石膏板 

–石膏纤维板 

–瓷砖和石材 

–可擦洗水性涂料 

–乳胶漆面 

–聚丙烯酸漆面 

–丙烯酸漆面 

–醇酸漆面 

–玻纤壁纸, 涂料面 

表面必须干燥，坚实，完整，无灰尘或其他污染物。 
 
ARDEX GmbH 

PO-Box 6120 · 58430 Witten GERMANY 

Tel.: +49 (0) 23 02/664-0 

Fax: +49 (0) 23 02/664-240 

kundendienst@ardex.de www.ardex.de 

 

墙面若有老旧墙纸、松散的抹灰或粘结不良的涂料等必须清除。 

对于丙烯酸涂料、醇酸涂料、有涂料面层的玻纤墙、瓷砖、石材等基

面，需先薄 批一层PANDOMO®  W1。 

对于石膏板、砌块及非整体性材料构成的基层，在其表面施工时必须

嵌入玻纤网格布（如：ARDEX BU-R）。 

表面需使用 ARDEX P4 底涂，使镘抹层匀质化。 

 

 

 

 

 

 

 

 

 
 

 
 
 

Manufacturer with QM/EM system certified in accordance with 

DIN EN ISO 9001/1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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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DOMO®  Studio 
Decorative thin-layer design smoothing compound 
适用地面: 

基层种类 

–混凝土 

–水泥砂浆 CT-C25-F5 

–石膏砂浆 CA-C30-F6 

表面需永久干燥，坚实，无开裂，无灰尘或其他污染物。 

表面处理需打磨或喷丸来进行, 除去疏松的表层、碎屑、污染物和

有碍粘结的物质。 

若不确定粘结力是否适宜,可先在小区域进行实验。 

产品施工前需进行底涂施工,基层用PANDOMO®  EP 无溶剂环氧

树脂底涂，趁湿满抛PANDOMO®  HG 骨料。   (详情请见 

PANDOMO®  HG container) 

这可以保证基层的最佳粘结性，防止表面产生气泡。 施工后24小

时, 清除余砂。 

 

平整度要求: 

PANDOMO®  Studio产品完工后整体厚度为2-3 mm, 因此对基层

的平整度要求高 (参考Q4 , and notes in BEB Data Sheet for 

Design Filling Compounds for floors)。 

 

施工: 

使用干净的搅拌桶，先加清水/添加了颜料的水，然后倒入粉料，

使用重型搅拌器进行混合，直至产生均匀无结块的稠浆体。12.5 

kg 的 PANDOMO®  Studio需要与约3.9L水进行混合。在18 - 

20 °C温度下，湿浆的开放时间约为 40 分钟。 

注意：低温会延长 、高温会相应缩短开放时间。 

10 °C以下不推荐施工。 

浆料直接施工于基层上会有不良效果，请在浆料中加入

PANDOMO®  HG或事先使用ARDEX P4作底涂，取少量材料用有

弹性的镘刀以不规则的镘抹方式形成美观的纹理。 

本品需涂覆三层来实现平滑、柔和的表面纹理。 

前两层涂刮时，加入100 g PANDOMO®  HG 于1 kg PANDOMO®  

Studio中. 第三层涂刮时，无需加入PANDOMO®  HG。第三涂刮

可用泵送方式来达到具有朦胧感的表面效果。每次涂刮均应在前者

已充分干燥并可步行后进行。 

良好的照明是施工的必要条件。 

搅拌力度及搅拌时间、 加水量的差异等因素, 会造成产品颜色的略

微不同， 因此需特别注意，确保不同批次搅拌材料的均匀性。 

 

封闭处理: 

封闭或浸渍处理前，地面可用三盘砂纸机进行抛光处理， 墙面可

用手持偏心旋转砂纸机进行抛光处理。  

推荐使用 PANDOMO®  SP-SL, PANDOMO®  Impregnation 及

PANDOMO®  SP-PS 对抛光后的PANDOMO®  Studio进行封闭处

理。 

表面需干净，无尘，详情参考技术数据表。 

注意: 

PANDOMO®  Studio 不可用于室外或永久潮湿的区域。 

注意: 

本品含有波特兰水泥。 

本品会对眼部造成严重伤害， 勿让儿童接触，施工时请穿戴防护眼

镜、防护手套。 

若不慎接触皮肤: 用肥皂和大量清水冲洗。 

若不慎进入眼睛:用水持续冲洗数分钟。若佩戴隐形眼镜请摘除后继

续冲洗。 

防止吸入粉尘。 

本品应储存于干燥区域。 

请遵照当地法律法规处理废弃材料，本品干固后对人与环境无害。 

技术参数表（亚地斯标准）: 

混合比例 约 3.9 L 水: 12.5 kg 粉料 

干粉密度 约 1.2 kg/l 

湿浆密度 约 1.8 kg/l 

覆盖率 约. 1.5 kg 干粉 /m2 (3 道 ) 

桶中待料时间 @20 °C 约 40 分钟 

基层，水及粉料最低允许温度 10 °C 

可步行时间 @20 °C 约 3 小时 

抗压强度 1 天后: 约 16 N/mm2 

7 天后: 约 25 N/mm2 

28 天后: 约 30 N/mm2 

抗折强度 1 天后: 约 4 N/mm2                  

7 天后: 约 7 N/mm2 

28 天后: 约 10 N/mm2 

布氏硬度 1 天后: 约 50 N/mm2                                    

7 天后: 约 70 N/mm2 

28 天后: 约 80 N/mm2 

椅子脚轮 适用 

地热 适用 

电地热 不适用 

pH 值 1 天后: 约. 9-10 

包装 净重 12.5 kg 复合编织袋  

GHS/CLP 安全标识 GHS05“腐蚀性” 

警示词：危险 

GGVSEB/ADR 安全标识 无 

储存 未开封状态于干燥阴凉处可储存约

6 个月 

 
 

 

 
 

产品型录及公司员工或代理商、经销商所提供的产品资料，皆是根据我们以往丰富的实务经验，诚挚地为客户解决工程问题。公司本着持续研发的一贯目标，在任何时刻我们将保有权利更新产品最新资料。我们也保

证持续提供高品质的产品。然而，因本公司无法掌控工地现场或施工操作，故不承担由此造成的任何损失或损坏的相关责任。 

我们保证产品一致性的高品质。我们推荐的用法是基于实务试验和过往经验。由于我们无法控制现场条件和施工操作，仅作为一般性的推荐，不能作为所描述的性能的承诺。又因各国的标准、建筑法规，施工规范和

行业方针都会影响技术指标的推荐而相应的来处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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