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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 請仔細閱讀！ 請注意： 必須正確鋪設本產品。IKO

對產品安裝不當、屋頂鋪設表面準備不當或未根據最低物業標準

要求提供適當通風所造成的滲漏或缺陷不承擔責任。在按照本產

品包裝上的說明進行鋪設前，請查看所有適用的建築規範、最低

物業標準及要求。在斜坡屋頂堆放本產品時請小心。

鋪設指南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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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屋頂面鋪設兩層保護貼膜時，Roof-Fast 95 

Base保護貼膜可作為基底層與Roof-Fast Cap屋面

保護貼膜配合使用。Roof-Fast Base 95保護貼膜

不可作為屋頂面上的最外層。本產品上層表面覆

蓋有一層很薄的微孔聚乙烯薄膜，背面為經過矽

氧樹脂處理的離型膜，可輕易撕離。

本鋪設說明僅用於雙層鋪設時的基底層，首先請鋪

設本基底層產品，之後再鋪設Roof-Fast Cap產品。

鋪設表面層時請參閱Roof-Fast Cap保護貼膜說明。

鋪裝貼士：當施工時天氣炎熱並且/或者陽光強烈

時，請在撕去離型膜前讓產品在陰涼處冷卻幾分鐘。

第1步，  

 

屋頂面準備：屋頂面必須整潔、平滑、乾燥，沒

有尖銳突出物。

鋪設IKO Roof-Fast保護貼膜前，木材、混凝土、

金屬及其他可接受的基底層必須先使用IKO’s 

S.A.M. Adhesive、S.A.M. Adhesive LVC或經過批

准的同類產品進行底漆塗刷。再次鋪裝屋頂時，

請先移除現有的屋頂鋪設材料，直至露出可進行

施工或用底漆塗刷過的屋頂面。Roof Fast Base基

底貼膜對於Roof Fast Cap貼膜而言也是可接受的

基底層。當在Base層上方鋪設Cap層時，Base層應

該整潔、無灰塵，但不要塗刷底漆。

確保所有塗刷了底漆的表面在鋪裝Roof-Fast保護

貼膜前已完全乾燥。晾乾所需時間請參照瀝青底

漆生產商的指示說明。不要將Roof-Fast保護貼膜

鋪裝在瓦片或表面為礫石材質的屋面材料上。因

為如果基底層不平整，可能會產生空隙，給鋪設

造成困難，進而導致屋頂面防水性不佳。

鋪裝——水平和斜面屋簷

第2步， 
 

完成所有屋頂面和楣板。

第3步， 

 

從 Roof - Fast 95 Base 保護貼膜上裁下初始層，

寬度約 12” (305 mm) 。

注意： 

a) 對於 12” 寬的初始層， 之後鋪設的金屬滴水

簷的水平邊緣寬度應默認為 3” (76 mm) ，金

屬邊沿垂直面的長度應為 2-1/2” (64 mm) ，並

在最下方帶有 1/2” (13 mm) 長的 45 度斜面，

以便將水導離建築物； b)  剩餘的 Roof - Fast 

95 Base 保護貼膜應用於製作初始基底保護層，

以確保 Roof - Fast 95 Base 貼膜的側邊重疊部

分與  Roof-Fast Cap 貼膜的側邊重疊部分可以

相互彌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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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步，   

鋪設初始層（貼膜面向下，離型膜向上）時，水平

表面上的尺寸約為 9-1/2” (241 mm) ， 垂直面的

尺寸約為 2-1/2” (64 mm) 。

注意：在開始鋪裝 ROOF - FAST 95 BASE 貼膜

前，不要撕開聚乙烯離型膜 。

第5步，  

 

在離型膜上刻出與滴水簷寬度一致的刻痕，用屋面

釘進行固定。 用釘子固定  Roof-Fast 95 Base 貼膜

初始層 ，每枚釘子間的 中心距為 6 ” (152.4 mm) 

，並 在距上緣幾英吋的範圍內相互錯開，垂直面上

的釘子中心間距為 12 ”  (305 mm) 。

注意：請確保 ROOF - FAST  95 BASE 貼膜在水

平表面上的平整，避免產生褶皺和空隙。在外側

表面進行緊固前應沿屋頂邊沿盡可能緊實地彎曲 

ROOF - FAST  95 BASE 貼膜 。

第6步，  

 

撕去刻痕的離型膜。安裝滴水簷，每枚釘子間的中

心距為 4”(102 mm) ，並在距上緣一英吋的範圍內

相互錯開。錯開的範圍約在 1”(25 mm) 以內。不

建議在金屬滴水簷的垂直表面進行緊固。請務必在

金屬滴水簷的水平邊緣上刷塗瀝青底漆。 

注意：如果您的屋頂沒有斜面屋簷側壁，請跳至

第 13。

第5步

第6步

屋頂面釘子中心間距為
6” (152.4 mm) 

離型膜朝上

楣板

12”
準備好的屋頂面 

9-1/2" 

2-1/2" 

撕去刻痕的離型膜。安
裝滴水簷，每枚釘子間
的中心距為4”(102 mm)
，並在距上緣一英吋的
範圍內相互錯開

在滴水簷底面
塗刷底漆並晾
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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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步， 

 

對於已有的建築結構，請小心移除斜面屋簷處的墻

板或包覆物。對於新建築，請在為斜面屋簷處安裝

墻板或包覆物前，完成Roof-Fast貼膜的鋪設。

第8步， 

 

從Roof-Fast Cap保護貼膜上裁下初始層，寬度約

12” (305 mm)。

注意： 對於 12” 寬的初始層， L 形金屬邊沿 90° 

折角兩側的寬度應默認各為 3” (76 MM)。 

第9步， 

 

鋪設初始層（離型膜向上）時，水平表面上的尺

寸約為 9” (229 mm) ， 側壁面上的尺寸約為 3” 

(76 mm) 。注意：在開始鋪裝 Roof - Fast 95 Base 

貼膜前，不要 撕開聚乙烯 離型 膜。.

第10步，  

 

 用釘子固定 Roof-Fast 95 Base 貼膜初始層 ，每

枚釘子間的 中心距為 6” (152 mm) ， 在距水平

邊沿幾英吋的範圍內相互錯開，並 沿 90° 折角處

彎折初始層貼膜。 

第7-10步

3" 
9" 

Roof-fast貼膜 
（帶離型膜的一面朝上）

在水平表面邊沿釘釘
子，中心間距為6” 
(152.4 mm)。

斜面屋簷側壁

鋪設——斜面屋簷山墻交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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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步， 

 

安裝Roof Fast瓦片前，先在防雨板的水平表面

塗刷底漆並晾乾。撕去離型膜。在初始層外側安

裝L形金屬邊沿，並用條狀高規格外用填塞物將

交接處楔緊。水平表面上每枚釘子間的中心距為

4” _(102 mm)，相互錯開；垂直面上每枚釘子

間的中心距為12” _(305 mm)，相互錯開。錯開

的範圍約在1” _(25 mm)以內。 

 

注意：請確保ROOF-FAST貼膜在水平表面上的平

整，避免產生褶皺和空隙。在固定金屬組件前，沿

斜面屋簷90°折角處盡可能緊實地彎折ROOF-FAST

貼膜。請務必在緊固前將L形金屬滴水簷的水平面

塗上底漆。後續L形金屬滴水簷比照瓦片的鋪設方

法進行重疊，尺寸最小應為6” (152 MM)。 

第12步， 

 

重要資訊 —— 屋頂面鋪裝 Roof-Fast Cap 保護貼

膜完成后，用 1/4” 的 條狀高規格外用填塞物將 

Roof - Fast 貼膜與金屬邊沿交接處楔緊、封死。 

第11-12步

安裝L形金屬邊沿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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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步， 

 

展開Roof-Fast 95 Base貼膜並將其裁剪為合適的

長度。在斜面屋簷和側邊處預留一些部分，在鋪

設時再裁剪為準確的長度。IKO建議您將製作初

始層後的剩餘部分用於鋪設第一層Roof-Fast 95 

Base貼膜。這可以確保 Roof-Fast 95 Base貼膜的

側邊重疊部分與 Roof-Fast Cap貼膜的側邊重疊

部分可以相互彌平。.

第13-15步

水平和斜面屋簷

鋪設 Roof-Fast貼膜
前，移除初始層的
離型膜。

斜面屋簷山墻交界處

第14步， 

 

正確地 將 Roof - Fast 95 Base 貼膜的長邊與金

屬滴水簷在屋頂最下端對齊，鑲邊位於上緣。沿

長邊向 後彎折貼膜捲軸，露出背面離型膜上的折

痕。 撕去下半幅的離型膜。 切勿在 彎折及 撕去

離型膜時移動 Roof - Fast 95 Base 貼膜 。

第15步， 

 

沿長邊盡量向後彎折 Roof - Fast 95 Base 貼膜，

露出背面聚乙烯離型膜上的折痕。沿折痕將離型

膜分為兩半，並將其中翻折在外的半幅撕去。切

勿在撕去離型膜時移動 Roof - Fast 95 Base 貼

膜，這會在鋪設時造成錯位。從一端展開 Roof 

- Fast 95 Base 貼膜並讓其依照預定位置懸垂包

覆在滴水簷上。用手將其鋪平，不要移位，使之

與塗刷了底漆的基底層、初始層及金屬滴水簷產

生接觸。使用同一方法撕去貼膜另外一半的離型

膜。用釘子在 Roof Fast Base 瓦片初始層中間線

位置下方進行固定，釘子排列成一行，且中心間

距為 18” ，上半部分不得有任何緊固物，以便

後續鋪設。將一整片完整寬度的瓦片繼續向上鋪

設，與初始層重疊部分至少 3” 。用尺寸 1” 的

釘子對重疊部分進行固定，中心間距為 9” ，釘

釘子時請從中心向兩側進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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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步， 

 

以類似方法逐層鋪設後續 Roof-Fast 95 Base ，

沿鑲邊上的畫線對側邊重疊部分進行排列。撕去

下方捲軸鑲邊的離型膜， 在背面用「背釘法」（ 

Back nailing ）將鑲邊釘牢，每枚釘子 中心距為 

4 ” 。撕去上方捲軸的離型膜，用手將其在原位

鋪平。 完成鋪設前，撕去斜面屋簷邊沿和斜面側

邊初始層的離型膜。 

第17步， 

 

如果兩端重疊部分不可避免， 後續  Roof-Fast 95 

Base 貼膜間的重疊部分應為六英吋（ 152 mm ）

。 Roof-Fast 95 Base 貼膜間兩端重疊部分必須與 

Roof-Fast Cap 貼膜間兩端重疊部分錯開至少兩

英呎（ 610 mm ），釘子的中心間距為 9” (229 

mm) （參閱重疊部分鋪設說明）。鋪設全程須確

保瓦片平整、無皺褶。在瓦片中間線位置以 2 列

釘子進行固定，中心間距為 18” ，相互錯開，

釘釘子時從中心向兩側進行。 。

第18步，  

 

在粘貼  Roof-Fast 95 Base 貼膜 後，建議用適合

屋頂斜面的方法對整個已鋪設平面（包括水平與斜

面屋簷與金屬部件的重疊處）均勻施力。在接縫

及金屬部件重疊處，鐵質或塑膠滾輪是較為適合的

方法。這是鋪設 雙層瓦片 中的第一層。鋪設第二

層，請遵照 Roof Fast Cap 瓦片產品外包裝上的說

明。請點擊此處查看完整的 雙層瓦片 鋪設說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