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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比歐 室外單一塗層護木油
盧比歐Hybrid Wood Protector 室外單一塗層護木油是真正的“單層塗料“，適用於著色和保
護，只需一層就可幾乎保護所有室外木材。可保護木作外牆，露台，木作百葉窗，花園木製家
具，遊艇等免受變色和風化的影響。 易於使用和維護，使該油成為用戶友好的產品。

產品資訊

› 特徵與特性
∙ 基於盧比歐的技術，使用UV穩定劑做保護。
∙ 不含任何水或溶劑。
∙ 幾乎適用於所有木材樹種，也可用於室內！
∙ 提供12種基本色和8種POP色。
∙ 容易使用。
∙ 乾燥時間快！
∙ 經濟型: 不需大量使用。
∙ 不成膜。 不剝落。
∙ 使用相關產品進行維護。 無需打磨！

› 技術特徵
∙ 物理狀態：液體
∙ 氣味：亞麻籽油
∙ 密度：0.95-1.3kg / L
∙ VOC：0克/升
∙ QUV：根據EN 927-6規範進行測試。

基本色 POP色

NATURAL
     自然

TEAK
 柚木

GREY
   灰

WHITE
    白

ROYAL
  皇家

LIGHT GREY
      淺灰

BLACK
    黑

TAUPE
  褐灰

CHOCOLATE
     巧克力

CHARCOAL
      木炭

LOOK IPÉ
     斐

PURE
   純

PIGLET
粉紅豬

DRAGONFRUIT
        火龍果

POPPY
  大紅

LAGOON
    藍湖

VEGGIE
草綠

SUNFLOWER
     太陽花

SUNSET
夕陽

DOLPHIN
     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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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
∙ 各種盧比歐Hybrid Wood Protector 室外單一塗層護木油，顏色中的顏料有助於保護木材免變灰。如果使用純色

護木油，在室外環境中會自然變灰。

∙ 為了進一步增強著色效果，可以將各種盧比歐Hybrid Wood Protector 室外單一塗層護木油與盧比歐Sunprimer
可選預處理結合使用。 有關詳細說明，請查閱RMC Sunprimer HWD的技術數據表。

› 包裝
瓶裝 20 ml, 100 ml and 0,5 L, 罐裝 1 L and 2,5 L

› 存儲方式
產品在乾燥條件下以及在原始包裝中最多可以存儲36個月。 遠離結凍。

應用資訊
› 適合的應用方式

備註說明: 室外與室內!
盧比歐Hybrid Wood Protector室外單一塗層護木油，也可以使用在室內空間如木質地板、
木質家具、廚房木質檯面。這些護木油經常被大量使用，可在護木油中添加10％的盧比歐速乾劑。

       Hybrid Wood Protector
盧比歐室外單一塗層護木油

RMC Sunprimer HWP & RMC Hybrid Wood Protector
盧比歐室外單一加色劑與室外單一塗層護木油

水平、橫向

戶外陽台踏板 不適用

桌, 椅,... 不適用

縱向

外牆

門,窗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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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說明步驟

室外
步驟 1. 清除之前所使用的護木油殘留物. 再用盧比歐室外清潔劑清洗材料表面。
步驟 2. 在使用之前，請均勻攪拌.
步驟 3. 一旦清理的表面乾燥完畢後，將盧比歐室外單一塗層護木油，利用刷子均勻塗在木材上。
步驟 4. 靜置10分鐘。 使用相同的刷子再刷表面之後會呈現平滑的表面（不需要在上一層護木油）。
步驟 5. 五分鐘後，再用布將多餘的油擦拭掉。
步驟 6. 需乾燥約24小時後才能使用。 如需完整的保護效果，需7天後會完全固化。

› 提示
∙ 必須使用盧比歐相關產品進行準備清潔工作。
∙ 切勿在陽光直射和溫度低於10ºC的環境中使用。 僅在天氣乾燥時施工。
∙ 在完全乾燥之前，請勿覆蓋木材或放置重物。
∙ 如果在上油後的24-36小時內暴露在雨中，必須擦乾平面。

室內
步驟 1. 表面砂光。 徹底將粉塵吸除，使用盧比歐清潔劑清除殘留的灰塵。
步驟 2. 如果想增加強盧比歐室內單一塗層護木油的效果，可加入10%的速乾劑並請在使用前攪拌均勻。
步驟 3. 一旦清理的表面乾燥完畢後，將少量的盧比歐護木油用布或是刷子塗在木材上。
步驟 4. 靜置幾分鐘。
步驟 5. 再用布將多餘的油擦拭掉. 表面應該會感覺的到乾燥! 
步驟 6. 請乾燥24小時。 7天後表面完全保護。

注意
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稀釋產品。
浸在油中的布可能自燃，因此使用後必須浸入水中。

工業應用 
如果您想以工業方式使用該產品，我們建議您與我們的技術服務團隊聯繫。 可按需求提供工業用技術數據表。

對於工業應用，必須向盧比歐單一塗層護木油中添加10％的盧比歐速乾劑。

› 覆蓋範圍
∙ 使用在室外木材上: 1 L = ±   9坪
∙ 使用在室外木材上: 1 L = ± 12坪

這些用法僅是指示性的。 結果會取決於木材種類，磨損和使用安裝方法。 建議製作一個樣本以計算出確切
的用法。

› 工具

*這些工具可以使用在清潔劑上。

布
cotton - set 1kg

刷子
standard 100

清潔刷
standard 220

盧比歐 清潔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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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產品

盧比歐室外 
木頭清潔劑

盧比 Sunprimer 
室外單一加色劑 盧比歐室外肥皂 盧比歐室外肥皂 

噴裝瓶

台灣代理 中崧經貿有限公司 

嚴重性：用戶有責任通過自己的測試來確定產品是否適合所選應用。 Muylle Facon NV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對任何間接損失負
責。 以上信息可能會有所更改，這些更改將在技術數據表的更新版本中發布。 由於與產品質量無關的原因，我們對結果不
佳不承擔任何責任。 此技術信息是根據當前可用的信息和知識制定的。 您可以索取最新的技術數據表，或者可以在網站上
找到這些數據表。 TDS日期：2018年9月5日。 使用產品前，請先檢查安全信息。

檢查包裝和規格說明，以了解更多詳細訊息。

想了解我們完整的產品和室內室外顏色，請至中崧經貿有限公司官網 www.vork.com.tw

台灣代理：中崧經貿有限公司

324 桃園市平鎮區雙福路一段66-3號

Tel. +886  3 490  6580

Fax.+886 3  490  6341 

info@vork.com.tw

www.vork.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