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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G 产品

具有活性抗菌特性的PVC板

40多年来一直在创造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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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G产品介绍

帕拉姆HYG产品又添

一种新特性：活性

抗菌。

权威立法部门正在提高食品加

工、医药设备、饮食服务、牲畜屠

宰等行业的卫生标准。医疗机构也

正在对耐抗生素细菌的蔓延进行防

治。满足这些卫生方面的要求都需

要用特别的建筑材料对室内的墙壁

和屋顶进行包装，包括采暖通风空

调的管道。传统面板材料如果经过

强化学药剂的反复清洗也能提供"

标准级别的卫生状况"。但现在，

帕拉姆为卫生面板设置了一个新标

准 - 帕拉姆的一种创新技术能强

化面板的卫生性能，让老式的卫生

维护需求变得多余。突破性的HYG

产品加入了银离子--天然抗菌介质

，具备与生俱来的杀菌功能，细菌

一旦与其接触将无法呼吸和繁殖。

银离子，让HYG产品具备了活性灭

菌特性，进一步提高了HYG产品的

卫生性能。

PVC之所以是HYG产品的首选

材料，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

其对于能够杀死细菌的强烈化学

药剂和各类清洗剂有抵抗力。其

次，PVC 是耐火材料，并能够满

足上述用途的安装要求。最后，

标准硬质PVC 板拥有内在影响微

生物电荷的特性，对许多致病细

菌有抑制作用，但对其中一些则

没有或有很小的作用。新型帕拉

姆HYG产品对上述能够抑制的细菌

的范围有所扩大，而且板材的其

他性能不变。

帕拉姆 HYG产品能够杀死或

抑制至今为止所有测试过的细菌

的生长（见第7-11页）。这包括

对板材表面有损害的的微生物。

将银离子均匀地分布于板材内部

与表面之后，即使有划痕或损坏

的表面也具有同样的效果。HYG

产品不需要经常清洗，并且可以

使用浓度较低的清洁剂或较经济

的清洁剂进行清洗，这使得维护

成本大大减少。这种针对细菌敏

感区域的高效解决方案现在已面

市销售。

HYG产品的活性抗菌作用

在挤压过程中，银离子

与PVC 聚合体组成一体，增

强了硬质PVC材料原有的抗
菌性能。这种板现在能够消
灭绝大多数表面细菌，包括
那些耐抗生素细菌。

HYG产品

墙 墙

抗菌添加剂

板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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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优点

活性卫生保护 - 消灭细菌

消除任何霉菌、真菌、细菌，包括耐抗生素细菌（如MRSA，VRE等）

抗菌效果 - 长期有效

允许经常清洗

硬质PVC不会被细菌消化

对多种化学药剂有抵抗作用

高防火性能

可以良好粘结

使用温度范围广

易于安装和维护

通过单独测试有不同杀菌能力（见图7-11）

HYG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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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HYG产品的应用广泛，可制作成面板或屋顶。平板还能经过热力塑型制作成各种物品，供医疗场所、绝对

无尘室、食品加工工厂使用。它还能热力塑型，制作成抗菌暖通管道（循环空气是致病细菌传播的一个重要

途径）。

医疗
消毒室/无尘室

医院

诊所

制药间

医药工厂面板
手术室面板 电镀实验室工作台

食品行业
食品制造间

食品分类间

食品存储和冷藏间

食品运输车（墙壁/地板）

仓库面板 食品运输车镀板

农业
家畜、家禽及乳牛饲养场

蛋类存放架

存储

冷藏间

养鱼场面板 乳品厂挤奶车间面板

HYG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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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 4102 B-1

BS 476/7 Class 1

NSP 92501,5 M-1

CSE RF 3/77 Class 1

UL 94 V-0

ASTM D-635 SE

HYG

RAL 1015 RAL 7040

1220 x 2440 1 to 15

1000 x 2000 1 to 10

1500 x 3000 1 to 6

产品种类

技术可以用于多种帕拉姆PVC 产品中，需要满足最小订购量的要求。HYG产品现可提供标准厚度和尺

寸的PALOPAQUE不透明PVC平板。至于其他HYG产品，请咨询您当地的帕拉姆分销商。

颜色

白  米色 浅灰

标准PALOPAQUE 尺寸
TM

宽x长（毫米） 厚度（毫米）

*可提供定制化尺寸，但必须满足最小订购量要求。

抗化学性
对矿物酸、碱金属、电镀液、造纸化学品、酸洗溶液和其他无机溶液和气体具有极好抗性。

对酒精、脂肪族烃、乙二醇、胺和苯酚具有良好抗性。

不推荐与酮、氯化溶剂、芳烃、部分酯和乙醚接触。

更多信息请参考www.palram.com (Download section>General Information)上的《PVC产品抗化学性》，

或咨询您的帕拉姆分销商。

防火性能
HYG 板具有自我熄灭的特性，并满足最苛刻的国际塑料材料防火

要求的规定，如下表中的数据所示。

标准 评级

HYG产品



8   |   Palram PVC Hygienic products   |   8 

100 

80 

60 

40 

20 

0 

%
 

99.96% 99.68%
96.11%97.91% 98.50%

87.57%
95.00%

99.90% 99.98%

87.38%

实验室测试样品板材的杀菌效果

本册中所述测试的注释

帕拉姆的研究不包括采用没有出台的标准方法测试得到的微生物在塑料表面增长的数据。下面描述的方法

是设计用来完成这项任务的。它是基于现有的方法并加以改进得到的，用来测试聚合材料对真菌、藻类和细菌

（ASTM G-21，ASTM G22-76 ， ASTMG29-96，JIS Z2801）的抵抗性。所有的测试都在以色列、德国或英格兰的

独立的、公认的微生物实验室进行。

测试描述

测试程序（见右页图示）采用的是JIS-Z2801标准。测试之前，所有材料样本（每种待测试材料有四个样

本）被切成40x40 毫米的切片，并浸泡在70%的酒精溶液中1 分钟，然后在45摄氏度的温度下烘干4 小时。待

测试材料的样本中注入0.1 毫升的微生物培养液，然后用薄膜或玻璃片盖住以防其蒸发。接下来，将样本放在

37 摄氏度、大于90%洛氏硬度（我认为是相对湿度）的条件下培养24小时。能够存活的生命体样本在磷酸盐缓

冲液中浸泡的过程中恢复，然后不断的稀释液体。经过这样的处理，四个独立的相同样本都为0.1 毫升，但具

有不同的浓度。之后分别将其散布到盛有琼脂（琼脂和每种样本中细菌的种类相匹配）的陪替氏培养皿中进行

培养，在37 摄氏度的条件下保持48 小时。完成上述步骤后，将各个样本中细菌的数量进行统计，得出的结果

是四个样本的平均值。一种带有控制手段的方法（没有杀菌添加剂）也被用于每种微生物测试（包括不同的种

类的细菌和真菌）。

测试结果（24小时后菌落形成单位的减少量）

2
4
小
时
后
C
F
U
减
少
量

艰难梭菌  肺炎克雷伯菌
耐万古 单核细胞

增多性李斯特菌霉素肠球菌
粪链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黑曲霉 嗜肺军团杆菌 鼠伤寒沙门氏菌

耐甲氧西林

金黄色葡萄球菌

结论

结果显示PALOPAQUE HYG板具备强抗菌能力。使用HYG产品，配合现有的清洗方法，将显著降低包括危险病

原体在内的微生物生长。

HYG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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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S Z 2801：2000图示

1.准备细胞
悬浮液（ca 

105细胞ml-1）

2.在3个测试片（50x
50毫米）上注入40
0μl细胞悬浮液

3.盖上消过毒的聚

乙烯/玻璃薄膜
（40x40毫米）

4.在35℃的潮湿
环境下培育
24小时

5.将带薄膜盖的测试

片转移到均质袋的
均质器内。

6.计算细菌总数

聚乙烯/玻璃薄膜

细胞悬浮液

测试样片

HYG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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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测试 手术室面板比较

测试背景

PALOPAQUE HYG平板可以用来制作医院手术室的面板（见左页图）。此测试是为了比较同一家医院内的两

个不同的手术室（一个采用PALOPAQUE HYG平板作为面板，一个采用标准瓷砖面板）的灭菌情况。两个手术室

都得到常规维护，采用同样的方法和化学药剂进行清洗。两个手术室的墙面样本是同时取下的，然后送到生物

实验室进行测试。

测试方法

面板安装好后，用70%酒精彻底清除出一块1x1米的区域。一星期后，用一块消毒后的海绵将这个区域擦拭

一遍，之后将海绵用缓冲液浸泡，取得微生物。将0.1ml该液体放入含营养琼脂的陪替氏培养皿内，在37℃温度

下持续培养48小时，获得细菌总数，对于真菌培养则是在29℃下进行独立测试。在头一个月内每个星期都采集

样本，间隔两个月后，再次重复一遍。这些测试都是在一家独立微生物实验室内进行的。测试结果如下：

结果

C
F
U
（
菌
落
形
成
单
位
）
数
量

采
用
瓷
砖
面
板
的
手
术
室

采用PALOPAQUE 
HYG面板的手术室

天数

结论

PALOPAQUE HYG面板的表面能维持一个持续的低存活微生物水平，证明其具备强抗菌性能。而瓷砖面上的

存活微生物数量较大，只有在定期清洗后才会降低。

HYG产品



手术室墙壁上的PALOPAQUE HYG（浅褐色）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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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测试 微生物实验室工作台面比较

测试描述

在一家微生物实验室的一个工作点，其中一个工作台采用的是PALOPAQUE HYG台面，同一个房间内的外一

个工作台采用的是不锈钢工作台面，测试对这两个工作台面进行了比较。

用一块消过毒的海绵对两个台面进行定期擦拭。随后，将海绵浸泡入磷酸缓冲液，取出其中的0.1ml，放

入一个带有营养琼脂的陪替氏培养皿。将培养皿放在37℃和90%相对湿度下培养出微生物总数。同样的程序也

用来检测真菌生长情况，但培养温度为29摄氏度。在近两个月的测试过程中，需要定期检查工作台面。

结果

C
F
U
数
量

不锈钢实验室工作台面

PALOPAQUE HYG实验室工作台面

天数

结论

PALOPAQUE HYG制作的实验室工作台面维持了一个极低的存活微生物水平，证明其具备强抗菌性能。不锈

钢工作台面上的微生物数量较多，只有定期清洗后才有所降低。

HYG产品



一家生物实验室内的PALOPAQUE HYG（白）工作台面。



证书



与食品接触

 - SGS食品安全合格证书



PALOPAQUE 防火性能

 - LNE防火测试合格证书

TM



1. 

1.1. 

PALRUF®, PALCLEAR™, PALOPAQUE™, PALDOOR™, PALCLAD™, AGTUF™, WALLTUF™, 

 +972 4 8459 900

 +972 4 8444 012

 22 Coatham Ave. Aycliffe Industrial Park
Newton Aycliffe Co. Durham, DL5 6DB, 

+44 1325 300437
 +44 1325 318173

 9471 Commerce Circle
Kutztown, 

 +610-285-9918

 +484-647-8210

MSDS - 材料安全性数据表

硬性聚氯乙烯(PVC)板
签发日期：2004年4月20日
更新日期：2007年10月30日

这份安全性数据表根据欧共体颁布的91/155/EEC文件编写
帕拉姆迫切要求得到这份材料安全性数据表，并希望通过认真学习其中内容发现公司产品中存在的任何危险源。从安全的角度出

发，你应该（1）将本表中的信息通知你的雇员、代理商及承包商，（2）给每一位购买公司产品的顾客提供一份拷贝，（3）要求你
的顾客通知他们的雇员和顾客。

对产品和公司的识别

对产品或制作过程的识别

交易品名称      ： 卫生型产品

化学名称        ：聚氯乙烯(PVC)聚合物
化学家族        ：聚氯乙烯(PVC)

产品名称        ：硬质聚氯乙烯(PVC)板

分子式          ：(CH3CH2Cl)n
CAS号           ：9002-86-2
UN号            ：无
ACX号           ：X1007407-8

其他名称        ：PVC
RTECS           ：KV0350000

NFPA级别        ：健康＝1，耐火=0，反活性=0

1.2 公司识别和联系方式

以色列 - 帕拉姆PVC 英国 - 帕拉姆 DPL 美国 - 帕拉姆板材（PPI）

地址：Ramat Yohanan，30035，以色列 地址：
英国

地址：
宾夕法尼亚州19530，美国电话：

电话： 电话：传真：
传真： 传真：

当地：致电离你最近的药品监控中心

2 组成/成分信息

稳定的PVC锌板，2.5%的重量由锌盐提供。为增强特殊性能而加入的颜料及添加剂被密封在聚合树脂块中。没有溶剂，可塑剂。不含镉，

铅，或其他重金属。

3 危险的识别

没有已经发现的特殊危险。

3.1 健康危险数据
3.1.1 一次性过度暴露的不良效果
吞咽    ：无关

皮肤吸收：无关
吸入    ：无关
皮肤接触：接触不会引起有害健康的不良效果
眼睛接触：无关



MSDS - 材料安全性数据表

3.1.2 多次过度暴露的不良效果 - 目前还没有发现
3.1.3 过度暴露对医学条件的恶化 - 目前还没有发现
3.1.4 过度暴露的其他不良效果 - 目前还没有发现

4 急救措施

在一般操作过程中这种材料不会引起事故。

4.1 吸入
吸入途径：无
如果暴露在高浓度的燃烧气体中 - 将受害者带到新鲜空气中。需要医疗救助。

4.2 吞入

吞入途径：无

4.3 皮肤接触

和熔化的材料接触而导致灼伤的需要立刻用凉水冲洗。
不要从皮肤上移去聚合物。需要医疗救助。

4.4 皮肤吸收
吸收途径：无

4.5 眼睛接触
像其他外来物一样，能够引起刺激。咨询医师。

4.6 给医师的注释

没有特别的注释。

5 灭火 措施

5.1 灭火媒介

水气雾剂或二氧化碳。建议不要使用二氧化碳，因为其缺乏冷却能力。

5.2 应避免使用的灭火媒介
现在还没有关于此的有效信息。

5.3 特殊灭火过程

没有适当呼气器具的人员应该离开事故现场，以避免暴露于有毒或可燃的气体之中。

5.4 消防员所需的特别防护用具

正压内置呼吸器具，防护服，过滤酸性气体的面罩。

5.5 特殊火情及爆炸危险

PVC是一种具有自熄和延缓燃烧性能的材料。当其暴露于火焰及高温条件下时会释放出大量的氯化氢，氯化氢能够帮助使火焰熄灭。
在没有其他外部火源的情况下，PVC不会在点火之后继续燃烧。氯化氢具有很强的酸性气味，很低浓度的氯化氢就会使火焰报警器感觉到。

氯化氢的气味开始浓度为百万分之0.77。暴露于高浓度的氯化氢之中会引起呼吸道感到刺激，在很高浓度下会引起呼吸粘膜的灼伤。美
国职业安全与卫生条例中规定空气传播的极限为百万分之五，任何时候都不能超出。ACGIH推荐空气传播的极限也为百万分之五，任何情

况都不能超出。PVC被强迫燃烧时会产生灰尘，使视线变得模糊。



 

 

 

MSDS - 材料安全性数据表

6 临时逃脱 措施

不需要特别的预警和特殊的个人防护器具。根据安排进行集中。

7 操作 和存放

7.1 操作

一般操作注意事项
避免与眼睛进行接触。

通风

一般房间的通风条件能够满足本产品的使用和存放。

其他注意事项
没有爆炸危险。在火灾事故中，用水对本产品进行冷却。操作过程中有可能会产生静电，避免与可燃材料接触或距离过近 。当从卡
车或火车上卸载时，注意通风。

7.2 存放

在阴凉处存放。不需要特殊的技术保护措施。

8 暴露控制/个人防护

8.1 暴露限制

OSHA，ACGIH，NIOSH都没有对本产品建立暴露限制的要求。

8.2 个人防护

呼吸防护       ：没有特别的防护要求
手防护/防护手套：没有特别的防护要求

眼睛防护       ：没有特别的防护要求
其他防护器具   ：没有特别的防护要求

9 物理和化学性能

外观    ：平面或波浪型塑料薄板
物理形态：固体
颜色    ：无色或有色
气味    ：无味
密度    ：1.35-1.45 gr/cm3
热偏差  ：62-65摄氏度

沸点，760毫米汞柱：无关
粘性    ：无关
水溶性  ：23摄氏度条件下小于0.1g/100mL

pH值    ：无关
可燃温度：391摄氏度（美国材料试验协会D 1929）
自燃温度：454摄氏度（美国材料试验协会D 1921）
燃烧极限：无
爆炸极限：无
蒸发率  ：无关
挥发百分比：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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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稳定性和反活性

10.1 稳定性
稳定

应避免的情况
过热和置于火烤。温度高于150摄氏度时会使聚合脂受损分解并会释放出氯化氢。

不相容的材料
氧化剂或强矿物酸对本产品有不良作用。

热分解

火烤使温度超过150摄氏度，或使用不正确的方法过度加热，都会使材料释放出危害健康的气体。

危害性分解产物
燃烧会产生下列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CO)  - 吸入具有很强危害性

二氧化碳(CO2) - 如果浓度过高会导致窒息
氯化氢(HCl)   - 如果浓度过高会使呼吸道受到刺激，非常高的浓度会导致呼吸粘膜灼伤。

10.2 反活性

有害的聚合反应：不会发生
有害的反作用：无

11 毒物学信息

PVC材料具有很低的毒性。按材料重量，能用LD50含量大于10 gr/kg来计算。肺尘症用来描述吸入燃烧产物。

有关工业卫生的研究表明，在正常预期的条件下使用PVC材料，其副作用大大低于适用极限的要求。

11.1 剧毒信息

剧烈口部毒性：无
剧烈皮肤毒性：无
剧烈蒸汽危害：无
强烈皮肤刺激：无刺激
眼部刺激    ：无刺激
感受性      ：没有相关信息
慢性效果    ：未知

致癌性-NTP  ：没有列出
IARC        ：没有列出
OSHA        ：没有列出

11.2 其他毒性信息
正常使用条件下没有相关毒性效果。受热条件的毒性参见第10款。
11.3 附加信息

目前没有有关毒性的附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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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生态学信息

12.1 可持续性和可降解性

有关本产品对于环境的影响还没有详细的研究。就目前所知道的情况而言，本产品不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本产品对水没有危
害，不溶于水，是没有毒性的固体。

移动性：目前没有相关的信息
可持续性和生物降解能力：生物降解周期 - 10年

生物聚集潜力：目前没有相关的信息

12.2 环境风险

对陆生活水生动植物没有危害。

环境毒性：LD50 (老鼠) > 10 gr/kg

：IC50 (细菌抑制)-没有相关的数据

水生生物毒性：LC50(水蚤)-没有相关的数据
：LC50(黑头呆鱼-鱼)-没有相关的数据

12.3 其他信息

所有相关的生态学数据在本材料关于危害及其预防的发展过程中都被记入本数据表中。

13 废弃后的处理办法

本产品在美国环保署现行的有关废弃物品危害性的法规中被认为是无害的。在本产品被废弃后，回收再利用是比较好的处理方法。

另外，本产品在废弃后也可以投放到被批准的垃圾填埋场地。高温焚烧过程应该在控制条件下进行，防止氯化氢的形成。所有的废弃
产品都应该根据与固体废物危害有关的法规、带毒物品过滤过程的相关规定进行评估，并采用适当的方式进行处理。本产品不含任何
镉或其他重金属元素。本产品的使用者有义务按照国家和地区的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本产品的废弃物进行适当处理。

14 运输信息

运输部PSN码                 ：ZZZ

运输部适当航运名称          ：没有对这种运输方式进行规定
国际海事组织PSN码           ：ZZZ

国际海事组织适当航运名称    ：没有对这种运输方式进行规定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PSN码       ：ZZZ
国际航空运输组织适当航运名称：没有对这种运输方式进行规定
AFI PSN码                   ：ZZZ
AFI适当航运名称             ：没有对这种运输方式进行规定

附加运输数据                ：目前运输部没有相关的规定
标签                        ：根据欧洲经济公共体的指示不需要贴标签
布告                        ：根据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指示不需要进行布告
特殊运输要求                ：无
包装                        ：不要使用黑色包装，防止运输过程中受热变形。

在有关运输的法律法规中，本产品被归为无危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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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调节信息

板材受力后会形成尘埃，对于细微尘埃合适的调节极限为：测量与控制值（细微尘埃） - 5mg/m3。职业安全与卫生条例中关于尘

埃和燃烧烟雾的危险信息分类：具有刺激性，对皮肤有危害，对肺有危害。SARA三号分类对于尘埃和燃烧烟雾的描述：急性危害健康，
慢性危害健康。WHMIS分类：没有危害性

16 其他信息

推荐的使用和约束
请咨询本产品或相关产品的使用信息。

进一步信息
有关本产品其他更详细的信息请致电帕拉姆销售人员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免责：
帕拉姆相信本材料安全数据表中给出的信息和建议（包括数据和相关陈述）是就目前而言是准确的。这份材料安全数据表是基于可

靠的信息编制的，但是有可能会根据新的有效信息进行修改。因为不能够预测所有的使用条件，其它安全预防措施也是有必要的。这些
信息既不是为安全数据表外的使用情况设计的，也不是推荐在那些情况下使用的，同时，非本数据表说明的使用者不推荐使用，不符合

其他法律的用法也不能采用。

帕拉姆不保证本材料安全数据表适用于此处没有特别说明的其他材料或产品，同时也不保证本材料安全数据表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因为本产品最终的使用情况不是帕拉姆可以控制的，帕拉姆清楚的声明所有由于使用本产品或由于相信本表信息而造成的结果本公司不
负任何责任。每一位产品的使用者都应该根据其自己使用本材料的特殊条件而决定最适当的操作方法以保证安全。除非是从帕拉姆直接
获得的。因为本产品最终的使用情况不是帕拉姆可以控制的，帕拉姆清楚的声明所有由于使用本产品或由于相信本表信息而造成的结果

本公司不负任何责任。每一位产品的使用者都应该根据其自己使用本材料的特殊条件而决定最适当的操作方法以保证安全。除非帕拉姆

对特殊目的的使用不做保证，商业担保或其他任何保证，都通过此处提供的信息直接表达或暗示。

特别声明，任何对于本材料安全数据表的修改都是被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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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墙面准备

安装指南
卫生保护型覆层系统

墙基必须要干燥，不能有污垢、尘土及油脂。墙体要平整，不能有
起伏，如有起伏，需要将突出部分抹平，将凹陷部分填平。将墙纸除去，

将壁画、墙上的附着物等有可能影响粘结效果的杂质溶解并清除。

2. 混凝土块状物

水平但有起伏的石膏或混凝土复合物表面。使用粘结剂进行安装，但粘结

剂不能够将100%的表面粘结。

3. 特殊墙面情况和高湿度房间

一定要确保混凝土墙面被修理平整并且完全干燥。如果混凝土墙或
砌块墙不满足等级要求或潮气可以渗透进入墙体殊墙内部，会导致墙体
粘结性能的下降，这时需要使用镶边密封条和机械固定对板材的安装加

以牢固。

4. 带有壁画的表面

所有松散的壁画都应该被除去。如果壁画存在，粘结将直接将板材

粘到壁画上，所以一定要保证壁画与墙壁牢固的粘结。有些情况下，有

必要联合使用紧固件和粘结剂来加强粘结强度。

5. 不平的表面

在不平的墙面上安装会导致板材和墙体不能100%的粘结，并为板材

与墙体接触面上气泡的产生提供可能。这并不会完全影响PALOPAQUE  H

HYG 系统的安装，只要间隙的大小满足要求且密封流程严格按照说明进

TM 

请注意：

接近热源时 - 当PALOPAQUE  HYG 板材安装在热源之后或热源附近，

热源辐射温度超过130 华氏度（55 摄氏度）时，板材有可能会褪色或

变形。如火炉，烤箱以及油炸盆具等。

TM

图3

图2

图1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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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高/低温度条件（热胀冷缩）

严格遵守膨胀/收缩间距要求的限制。确保粘结剂是在这种条件下

推荐的产品。严格按照粘结剂生产厂商的安装建议进行操作。

7. 粘结剂的应用

按照粘结剂生产厂商的所有建议进行使用，根据要求确定粘结剂的
用量及粘结剂展开的形状。在安装过程中粘结剂使用时最大的问题就是

用量过多或过少。帕拉姆建议在使用粘结剂之前用十字交叉的平行线画

出阴影，然后在阴影部分100%的涂上粘结剂，保证粘结剂超过板材的每

一个边缘（图3、图4、图5）。

图4

图5

图6

8. 在墙上的粘贴

从墙角开始（图6），按垂直方向粘贴。第一片板材的粘贴应该正好
是一条竖直线。当有一些板材是用于较高的墙体时，垂直和水平的板材

应该同时布置以保证整体的协调和一致性。安装一片墙角的轮廓框架。

在轮廓框架内使用硅树脂密封剂，使板材滑动进入轮廓框架，到底后撤

出3 毫米（图9），这可以保证要求的间隙距离。用铅垂线确定板材布置

的位置。如果安装使用粘结剂，从与顶部角落最近的轮廓框架开始，用碾

压棒逐步朝着没有框架的边缘向下向外碾压。

不断的连续向下向外碾压，从一块板材压至下一块板材，或从轮廓

框架压至下一块板材时，连续的碾压以保证残留的气体可以全部排除。

当每块板材放置就位后且其右手边的轮廓框架就位置前安装紧固件。这

能够帮助清除板材安装时残留的气泡，而且可以保证平整的安装效果。

卫生保护型覆层系统
安装指南

从底部型材开始安装：踢脚线（图7）或J连接件（图8）



Floor

Ceiling

PALOPAQUE™ HYG

3mm

图7

图8图9

在安装下一块板材之前，将板材上的硅树脂密封剂向下抹以形成分

完全挤入后仍然后撤3 毫米，保证合适的间隙距离（见图9）。在

隔棒和分隔帽。

安装下一块板材之前，已安装的板材的自由边缘最好先固定住。

重复上面的过程，在一间房屋内的安装要按照一个方向进行。

在粘结剂未彻底干燥的过程中，可以用一些紧固件在天花板上将板
材固定，以辅助保证板材不会在粘结剂完全发挥作用之前偏离正确位置。

在粘结剂彻底干燥并发挥作用之后，上述紧固件要及时撤消，否则

他们将影响板材的正常形变，如热胀冷缩等，这将损坏板材。

在所有轮廓框架、所有板材的边缘、紧固件及其它装置上涂上硅树
脂密封剂以保证安装的防潮效果。

卫生保护型覆层系统
安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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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墙壁安装

J型连接件

涂粘结剂 内角

H型材

外角

踢脚线

卫生保护型覆层系统
安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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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帕拉姆工业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

帕拉姆工业有限公司

由于帕拉姆公司无法控制他人对材料的使用方法，
它不保证此处描述的同样结果将会发生。材料的每位
使用者应该自行测试，以确定此材料适用于他自己的
特殊用途。此处所做的关于材料可能的和建议的使用
方法的声明，不能解释为在帕拉姆公司的任何专利权

下制定一个许可证，包括这一使用，也不能解释为侵
害任何专利而使用此种材料的建议。帕拉姆公司或其

分支不能对任何因错误安装材料而造成的损失负责。
依照我公司持续发展的方针，我们建议您向当地的帕

拉姆厂商核对，以确认您已获得最新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