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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odGuard P556 

木器妥全能保護漆 

 

1.0 簡介： 

Woodguard P556 樹脂基的產品，加入防止細菌生長和昆蟲侵入成份。是一種無顏色保護劑。 

 

2.0 技術資料： 

- 包含特殊結合劑能滲入木材內，形成保護層防止細菌生長和防止昆蟲侵入； 

- 保護層同時具有防水效能，阻止雨水滲透，引致腐壞； 

- 由於 P556 是滲透入樹木內，並不會在樹木表面成膜層度致日後破裂； 

- P556 是一種透明樹脂，塗上後並不會遮蓋了原有木紋； 

- 由於 P556 是有防水功能，能減低樹木因潮濕空氣下而變形。 

 

3.0 一般應用範圍： 

Woodguard P556 主要是用於木制品上，為了防止細菌生長和防止昆蟲侵入木材而設計，適合用於室內

及室外。 

 

4.0 施工指引： 

成份   ： 結合劑： 樹脂 

 色素 ： 透明氧化鐵 

 保護劑：  殺蟲、菌 

 溶劑 ： 石油溶劑 

密度   ： 0,84 +/- 0,05 透明 

乾透需在相對濕度 20C 和 65C ： 無麈 : 1 小時 乾透 : 6 – 8 小時 

 第二層需在 24 小時後進行 

用後外觀 : 無光澤或半光亮視乎木材吸收和塗抹的次數。 

顏色 ：無色和十種顏色混合一起 

包裝 ：25 公升/桶 

燃燒點 : 35C 

可儲存時間 ：1 年 (原裝未曾開封) 

健康與安全 ：易燃性產品。需放置在空氣流通儲存室內。避免接觸眼睛和長時

間接觸皮膚 

 

5.0 施工指引： 

必需依照 Unified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D.T.U.) 59/1 和 UNPVF 對室外木器保護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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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表面處理： 

- 新木材: 

必需先清潔、用沙紙打磨、去塵和干透，濕度不能超過 20% 。 

- 典型木材: 

必需用強力溶劑(如三氯乙烯)除去表面油脂。 

- 油漆或光油處理木材: 

必需用沙紙打磨及除掉表層。 

- 已加工木材: 

可在已染色或已做防腐木材重新做一層，但必需先洗涮和除塵。 

 

7.0 施工用具： 

Woodguard P556 只需將材料完全攪伴後即可使用。 

Woodguard P556 可用毛刷、海綿或抹布做第一層，需將木材塗抹至完全飽滿。 

 

室內環境 : 只需塗抹 1 – 2 層便足夠 

室外環境 : 對室外環境需三層塗膜才能持久耐用。第一層和第二層施工需相隔 12 小時，第 3 層則在第二層

的 24 小時後進行。 

注意事項 : 在室外，第一層只可用無顏色的，最後兩層則使用有色彩的。 

 

稀釋： 第一層必須以 10-20%石油溶劑稀釋才易於滲入比較堅硬的木材內，餘下兩層可

無需稀釋 

覆蓋面積： 每公升可做 8 - 12m
2
，但視乎木材吸收程度。 

施工後凊洗： 石油溶劑 

 

8.0 技術支援： 

如有任何技術上問題，可咨詢萬寶行國際有限公司技術部。 

 

9.0 包裝： 

1 或 15 公升/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