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涂膜疏水疏油
具有仿生“荷叶效应”

涂膜具有优异的机械性能
和表面流平性

涂膜具有自清洁能力
表面张力低

涂膜抗涂鸦性能极佳

本系列产品基于特殊的粉末配方设计，产品表面接触角增加，涂膜表面
具有良好的易清洁效果。耐腐蚀性优异，使建筑表皮具有良好的抗酸雨、抗
大气污染物等性能，使得金属建材表面保持长久年轻态，而且不易沾黏污迹，
解决了家电家居表面易脏、难清洁的痛点，满足人们对舒适生活的所有想象。

自清洁粉末涂料 高层建筑外墙金属单板及配件包括机场、车站、学校、超
市人流量大的公共建筑内墙的金属装饰
家居相关：厨房、餐厅的食物加工设备的金属表面装饰

膜具 抗粘贴性 N/mm
防涂鸦性（可清洗级别）

墨汁 油性笔 喷漆

指标 ≤ 0.10 ≤ 2 级 ≤ 3 级 ≤ 3 级

应用范围



性能指标

使用指南

包装与贮存 安全措施

① 固化条件：200℃ /10min；为了使被涂物的涂膜固化均匀以及
光泽稳定，最好使烘烤炉内的温度分布均匀；并根据工件的情况合
理控制好固化温度及时间。  

② 前处理：工件喷涂前必须进行前处理，并符合 GB/T 8013.3-
2007 中第 5 章的规定，铬酸盐转化膜的质量应在 0.4 ～ 1.0g/ ㎡之
间。化学转化预处理与涂装之间的时间间隔应不超过 16h，原则上
应该在转化处理干燥后立即涂装。

③ 工件装挂：工件装挂时根据工件的形状、厚度进行合理挂件，以
提高上粉率及产率；并注意保持喷涂系统及周围环境清洁，防止不
同品牌粉末涂料混入，影响涂膜表面效果。

粉末涂料外包装为硬质纸箱，内衬塑料袋，每箱净重 25KG、
20KG。应在 30℃以下的环境温度下贮存，并保持贮存环境通风、
干燥，并防止日光直接照射粉末。贮存粉末的地点不允许与火种接
近，并远离热源。

该产品为非易燃易爆品，基本无毒，切勿入口。

▲我们产品的有关使用介绍均基于目前我们具有的知识水平，其目的是方便客户对我们产品的选择。尽管有这些介绍，客户对该产品是否符合其他的要求、加工程序或目的仍负有责任。因
为我们不能控制产品的使用、用法或加工，因而不能承担责任。

类型 项目 检测标准 指标

粉末性能
在容器中状态 HG/T2006-2006 色泽均匀，无异物，呈松散粉末状

筛余物（125μm） HG/T2006-2006 全部通过 

涂膜性能

附着力 GB/T9286 0 级

铅笔硬度 GB/T6739 HB-H

耐冲击性 GB/T1732 冲头直径：16±0.3mm；凹坑深度 2.5±0.3mm，胶带拉粘试验后，无剥离

抗杯突性 GB/T 9753 ≥ 3mm

抗弯曲性 GB/T 6742 ≤ 10mm

耐沸水性 GB5237.4 无脱落、起皱

耐溶剂性 GB5237.4 3 级

耐盐雾性 GB/T10125 1000h，最大膜下腐蚀 2mm

耐湿热性 GB/T1740 1000h，最大起泡 1mm

抗沾污性 / 油性笔划后，纸巾擦落不留痕迹

④ 粉 末 喷 涂： 选 择 合 理 的 工 艺 参 数， 控 制 好 电 压、 气 压 及 出 粉
量，喷粉的环境最好有温度、湿度控制系统，最佳的喷粉温度为
15 ～ 25℃，喷粉室的相对空气湿度最好是 45% ～ 55%；另外要控
制好回收粉的比例，以保证产品颜色稳定。

⑤ 推荐涂层厚度为 60 ～ 80μm，否则对涂膜性能会有影响。

⑥ 涂膜形成过程中，颜色会略受温度、厚度等工艺条件影响，建议
用户使用前先做试验，以达到满意效果。

⑦ 如有任何问题，请及时与我公司销售代表联系。

广东省肇庆市高新区建设南路 3A 号
0758-3636066                      0758-3636150
www.riversqj.com         riverscolor@qq.com



本系列抗菌产品通过特殊的生物材料制成，其涂层具有抑止细菌生长及
灭杀细菌的功能；GB21551.2 和 ISO 22196 的抗菌要求，抗菌效果卓越，并
具有广谱抗病毒功能，有抑制各类金属设施表面细菌、真菌及霉菌得滋生繁殖，
时刻呵护家人健康。

JZ01-PK 抗菌粉末涂料 公共建筑通风系统、铝天花、铝管道、金属墙
面的表面防护，厨房电器、卫浴装置和配件以
及家电家居金属制品，和汽车内饰件等

应用范围

SGS 权威认证
对多种主要菌株抗菌率＞ 99%

通过美国 FDA 食品
级测试

可配制各种体系 , 现有颜色和
表观的粉末，可通过改性使之
具有抗菌特性

抗菌效果持续时间
可达 10 年以上

使用千江抗菌粉末 未使用

SGS FDA



性能指标

使用指南

包装与贮存 安全措施

▲ 注意事项：可根据需要定制不同耐候级别的抗菌产品。

① 固化条件：200℃ /10min；

② 前处理：符合 GB/T 8013.3-2018 的规定，铬酸盐转化膜的质量
应在 0.4 ～ 1.0g/ ㎡之间。

③ 工件装挂：工件装挂时根据工件的形状、厚度进行合理挂件。

粉末涂料外包装为硬质纸箱，内衬塑料袋，每箱净重 25KG、
20KG。应在 30℃以下的环境温度下贮存，并保持贮存环境通风、
干燥，并防止日光直接照射粉末。贮存粉末的地点不允许与火种接
近，并远离热源。

该产品为非易燃易爆品，基本无毒，切勿入口。

▲我们产品的有关使用介绍均基于目前我们具有的知识水平，其目的是方便客户对我们产品的选择。尽管有这些介绍，客户对该产品是否符合其他的要求、加工程序或目的仍负有责任。因
为我们不能控制产品的使用、用法或加工，因而不能承担责任。

类型 项目 检测标准 指标

抗菌性能

金黄色葡萄球菌
GB 21551.2-2010

抗菌率≥ 90% 评价为有抗菌作用。实测抗菌率＞ 99%

大肠埃希氏菌 抗菌率≥ 90% 评价为有抗菌作用，实测抗菌率＞ 99%

肺炎克雷伯氏菌
ISO 22196:2011

要求商定。实测抗菌活性值 4.8。实测抗菌率＞ 99.9%

绿脓杆菌 要求商定。实测抗菌活性值 4.6，实测抗菌率＞ 99.9%

涂膜机械性能

附着力 GB/T9286 0 级

耐冲击性 GB/T1732 冲头直径：16±0.3mm；凹坑深度 2.5±0.3mm，无开裂或脱落

抗杯突性 GB/T 9753 5mm

抗弯曲性 GB/T 6742 3mm

涂膜化学性能

耐沸水性 GB5237.4 无脱落、起皱

耐溶剂性 GB5237.4 3 级

耐盐雾性 GB/T10125 1000h，划线处：单向锈蚀≤ 4mm

耐湿热性 GB/T1740 1000h，无起泡、脱落或其他明显变化

涂膜耐候性能
加速耐候性 GB/T1865 根据需求定制

自然耐候性 GB/T9276 商定

④ 粉末喷涂：选择合理的工艺参数，喷粉温度宜为 15 ～ 25℃，空气
湿度最好是 45% ～ 55%。

⑤ 涂层厚度： 60 ～ 80μm。

⑥ 如有任何问题，请及时与我公司销售代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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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 超强硬度
耐刮擦、耐磨损

符合 Qualicoat Class2 类粉
AAMA2604 标准的要求

耐腐蚀性优异
同时耐脏污、易清洁

防火阻燃，涂层通过
A 级防火阻燃验证

本产品采用全新陶瓷涂料技术，产品达到 6H 以上超强硬度，
耐刮擦，耐磨损，同时附着性能优异。产品可以通过 Qualicoat II 类粉、
AAMA2604 测试认证，防火阻燃，让建筑表面不易受损，持久靓丽。
适用用于各种地铁站、机场、学校等各类公共建筑所配套铝单板表面，
使这类建筑物历久弥新，尊显华贵。

超硬度耐候烤瓷粉末涂料 各种地铁站、高铁站、机场、博物馆、商业大厦等人流量
大的公共建筑所配套的铝单板幕墙表面。

应用范围



性能指标

使用指南

包装与贮存 安全措施

① 固化条件：200℃ /15min；为了使被涂物的涂膜固化均匀，最
好使烘烤炉内的温度分布均匀；并根据工件的情况合理控制好固化
温度及时间。

② 前处理：工件喷涂前必须进行前处理，并符合 GB/T 8013.3-
2007 中第 5 章的规定，铬酸盐转化膜的质量应在 0.4 ～ 1.0g/ ㎡之
间。化学转化预处理与涂装之间的时间间隔应不超过 16h，原则上
应该在转化处理干燥后立即涂装。

③ 工件装挂：工件装挂时根据工件的形状、厚度进行合理挂件，以
提高上粉率及产率；并注意保持喷涂系统及周围环境清洁，防止不
同品牌粉末涂料混入，影响涂膜表面效果。

粉末涂料外包装为硬质纸箱，内衬塑料袋，每箱净重 25KG、
20KG。应在在温度低于 25℃环境下， 避免光或热暴露。贮存粉末
的地点不允许与火种接近，并远离热源。

该产品为非易燃易爆品，基本无毒，切勿入口。

▲我们产品的有关使用介绍均基于目前我们具有的知识水平，其目的是方便客户对我们产品的选择。尽管有这些介绍，客户对该产品是否符合其他的要求、加工程序或目的仍负有责任。因
为我们不能控制产品的使用、用法或加工，因而不能承担责任。

适用面 项目 检测标准 指标

粉末性能 在容器中状态 HG/T2006-2006 色泽均匀，无异物，呈松散粉末状

涂膜外观 筛余物（125μm） HG/T2006-2006 全部通过

涂膜机械性能

附着力 ISO 2409 0 级

耐冲击性 ISO 6272-2011 冲头直径：16±0.3mm；凹坑深度 2.5±0.3mm，
胶带拉粘试验后，无剥离

硬度 6H GB/T6739-2006 4-6H

抗弯曲性 ISO 2815 3mm，胶带拉粘试验后，无剥离

涂膜化学性能

耐沸水性 GB5237.4 无脱落、起皱

耐溶剂性 GB5237.4 3 级

耐盐雾性 AAMA 2604 1000h，划线处：单向锈蚀≤ 4mm

耐湿热性 ISO 6270-1 1000h，无起泡、脱落或其他明显变化

涂膜耐候性能
加速耐候性 Qualicoat 根据耐候要求定制

可满足 Qualicoat Ⅱ类粉要求
自然耐候性 Qualicoat 

④ 粉末喷涂：选择合理的工艺参数，喷粉的环境最好有温度、湿度
控制系统，最佳的喷粉温度为 15 ～ 25℃，喷粉室的相对空气湿度最
好是 45% ～ 55%。

⑤ 推荐涂层厚度为 60 ～ 80μm，否则对涂膜性能会有影响。

⑥ 涂膜形成过程中，颜色略受温度、厚度等工艺条件影响，建议用
户使用前先做试验，以达到满意效果。

⑦ 如有任何问题，请及时与我公司销售代表联系。

▲ 注意事项：黑色、黄色、橙色等鲜艳色涂层的加速老化要求由供需双方商定，并在合同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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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瓷泳的涂膜表面效果

绿色环保，降低成本
通过 50k.cm 正反冲击
附着力优异

涂膜表面细腻
平整、手感爽滑

本系列产品采用全新超流平技术，产品具有防瓷泳的涂膜表面
效果，光泽柔和、表面平整、细腻且手感爽滑，同时冲击性能优异。
该产品的颜色丰富，不仅能提供高装饰性的涂层外观，还能给人一种
舒适的仿肌肤手感，可应用于门窗、家具、五金、铝型材等各种户内
外领域，让居住环境更显典雅和高贵。

仿瓷泳轻奢家装系列粉末涂料 高端铝合金建筑型材、门窗、家具、五金等

应用范围



性能指标

使用指南

包装与贮存 安全措施

① 固化条件：210℃ /12min；为了使被涂物的涂膜固化均匀以及
光泽稳定，最好使用温度分布均匀且升温速率较快的烤炉；并根据
工件的情况合理控制好固化温度及时间。

② 前处理：工件喷涂前必须进行前处理，并符合 GB/T 8013.3-
2007 中第 5 章的规定，铬酸盐转化膜的质量应在 0.4 ～ 1.0g/ ㎡之
间。化学转化预处理与涂装之间的时间间隔应不超过 16h，原则上
应该在转化处理干燥后立即涂装。

③ 工件装挂：工件装挂时根据工件的形状、厚度进行合理挂件，以
提高上粉率及产率；并注意保持喷涂系统及周围环境清洁，防止不
同品牌粉末涂料混入，影响涂膜表面效果。

粉末涂料外包装为硬质纸箱，内衬塑料袋，每箱净重 25KG、
20KG。应在在温度低于 25℃环境下， 避免光或热暴露。贮存粉末
的地点不允许与火种接近，并远离热源。

该产品为非易燃易爆品，基本无毒，切勿入口。

▲我们产品的有关使用介绍均基于目前我们具有的知识水平，其目的是方便客户对我们产品的选择。尽管有这些介绍，客户对该产品是否符合其他的要求、加工程序或目的仍负有责任。因
为我们不能控制产品的使用、用法或加工，因而不能承担责任。

适用面 项目 检测标准 指标

粉末性能 在容器中状态 HG/T2006-2006 色泽均匀，无异物，呈松散粉末状

涂膜外观 筛余物（125μm） HG/T2006-2006 全部通过

涂膜机械性能

附着力 GB/T9286 0 级

耐冲击性 GB/T1732 冲头直径：16±0.3mm；凹坑深度 2.5±0.3mm，
胶带拉粘试验后，无剥离

抗杯突性 GB/T 9753 5mm

抗弯曲性 GB/T 6742 5mm 胶带拉粘试验后，无剥离

涂膜化学性能

耐沸水性 GB5237.4 无脱落、起皱

耐溶剂性 GB5237.4 3 级

耐盐雾性 GB/T10125 1000h，划线处：单向锈蚀≤ 4mm

耐湿热性 GB/T1740 1000h，无起泡、脱落或其他明显变化

涂膜耐候性能
加速耐候性 GB/T1865 氙灯 800h，△ E ≤ 5，保光率 >50%

自然耐候性 GB/T9276 商定

④ 粉末喷涂：选择合理的工艺参数，喷粉的环境最好有温度、湿度
控制系统，最佳的喷粉温度为 15 ～ 25℃，喷粉室的相对空气湿度最
好是 45% ～ 55%。

⑤ 推荐涂层厚度为 50 ～ 80μm，否则对涂膜性能会有影响。

⑥ 涂膜形成过程中，颜色和光泽会略受温度、厚度等工艺条件影响，
建议用户使用前先做试验，以达到满意效果。

⑦ 如有任何问题，请及时与我公司销售代表联系。

▲ 注意事项：黑色、黄色、橙色等鲜艳色涂层的加速老化要求由供需双方商定，并在合同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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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度可达 6H
耐磨、防花、防打滑

安全无毒零甲醛，无虫蚁蛀蚀隐患
坚固耐用寿命长

用于替代传统家居地板，可用于户外

本系列产品由高清耐候转印木纹，辅以全新陶瓷超硬度技术，得到一种耐磨性好、硬度高、
爽滑性好、不易刮伤、耐水耐腐蚀性好的铝地板专用热转印粉末涂料，应用在铝地板表面，可以
代替传统实木地板、复合木地板，具有耐用性好、环保无污染、无甲醛释放、低碳环保等优点。

超硬度铝地板热转印粉末涂料

 铝合金地板、铝单板幕墙、高端铝合金门窗

应用范围
不同颜色不同纹路的表面效果



性能指标

使用指南

包装与贮存 安全措施

① 固化条件：210℃ /12min；为了使被涂物的涂膜固化均匀，最
好使烘烤炉内的温度分布均匀；并根据工件的情况合理控制好固化
温度及时间。

② 前处理：工件喷涂前必须进行前处理，并符合 GB/T 8013.3-
2007 中第 5 章的规定，铬酸盐转化膜的质量应在 0.4 ～ 1.0g/ ㎡之
间。化学转化预处理与涂装之间的时间间隔应不超过 16h，原则上
应该在转化处理干燥后立即涂装。

③ 工件装挂：工件装挂时根据工件的形状、厚度进行合理挂件，以
提高上粉率及产率；并注意保持喷涂系统及周围环境清洁，防止不
同品牌粉末涂料混入，影响涂膜表面效果。

粉末涂料外包装为硬质纸箱，内衬塑料袋，每箱净重 25KG、
20KG。应在在温度低于 25℃环境下， 避免光或热暴露。贮存粉末
的地点不允许与火种接近，并远离热源。

该产品为非易燃易爆品，基本无毒，切勿入口。

▲我们产品的有关使用介绍均基于目前我们具有的知识水平，其目的是方便客户对我们产品的选择。尽管有这些介绍，客户对该产品是否符合其他的要求、加工程序或目的仍负有责任。因
为我们不能控制产品的使用、用法或加工，因而不能承担责任。

适用面 项目 检测标准 指标

粉末性能 在容器中状态 HG/T2006-2006 色泽均匀，无异物，呈松散粉末状

涂膜外观 筛余物（125μm） HG/T2006-2006 全部通过

涂膜机械性能

附着力 GB/T9286 0 级

耐冲击性 GB/T1732
冲头直径：16±0.3mm；凹坑深度 2.5±0.3mm；

当光泽 (60° ) ≥ 60%，无开裂或脱落
   当光泽（60°）<60%，胶带拉粘试验后

无剥离

抗杯突性 GB/T 9753 5mm

抗弯曲性 GB/T 6742
当光泽 (60° ) ≥ 60%，3mm；当光泽（60°）
<60%，弯曲 5mm 胶带拉粘试验后，无剥离

硬度 GB/T6739-2006 4-6H

涂膜化学性能

耐沸水性 GB5237.4 无脱落、起皱

耐溶剂性 GB5237.4 3 级

耐盐雾性 GB/T10125 1000h，划线处：单向锈蚀≤ 4mm

耐湿热性 GB/T1740 1000h，无起泡、脱落或其他明显变化

涂膜耐候性能
加速耐候性 GB/T1865 氙灯 1000h，△ E ≤ 5，保光率 >50%

自然耐候性 GB/T9276 商定

④ 粉末喷涂：选择合理的工艺参数，喷粉的环境最好有温度、湿度
控制系统，最佳的喷粉温度为 15 ～ 25℃，喷粉室的相对空气湿度最
好是 45% ～ 55%。

⑤ 推荐涂层厚度为 60 ～ 80μm，否则对涂膜性能会有影响。

⑥ 热转印工艺条件（如温度、时间、真空度）必须根据转印效果以
及工件的大小、厚薄等具体情况来最终确定。

⑦ 最终的涂膜纹路、颜色及表面清晰度，略受固化及转印温度、时间、
真空度、膜厚等工艺条件影响，建议用户使用前先做试验，以达到满
意效果。

⑧ 涂膜固化过程中有较明显冒烟现象，这是由于聚氨酯粉末体系本
身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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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GB/T 5237.4 及
GB/T 23443

一次性上粉率好，涂装成本低

良好的耐热性以及抗腐蚀性
适应各种使用环境

优良的耐侯性
提高金属建材的使用寿命

本系列产品是建筑行业通用型产品，专用于铝型材铝幕墙表面的涂装，该产品具有优异的一
次性上粉率，能又薄又均匀地施涂于基材上，同时秉承了标准粉末涂料的所有优点，如耐候、环保、
光泽度、色彩、抗腐蚀性等，让建筑更安全、更美好。

JZ 系列建筑行业用耐候粉末涂料

铝合金建筑型材、铝合金工业型材、金属系统门窗等；金属单板、天花、金属栏杆等

应用范围



性能指标

使用指南

包装与贮存 安全措施

① 固化条件：200℃ /10min；为了使被涂物的涂膜固化均匀，最
好使烘烤炉内的温度分布均匀；并根据工件的情况合理控制好固化
温度及时间。

② 前处理：工件喷涂前必须进行前处理，并符合 GB/T 8013.3-
2007 中第 5 章的规定，铬酸盐转化膜的质量应在 0.4 ～ 1.0g/ ㎡之
间。化学转化预处理与涂装之间的时间间隔应不超过 16h，原则上
应该在转化处理干燥后立即涂装。

③ 工件装挂：工件装挂时根据工件的形状、厚度进行合理挂件，以
提高上粉率及产率；并注意保持喷涂系统及周围环境清洁，防止不
同品牌粉末涂料混入，影响涂膜表面效果。

粉末涂料外包装为硬质纸箱，内衬塑料袋，每箱净重 25KG、
20KG。应在在温度低于 25℃环境下， 避免光或热暴露。贮存粉末
的地点不允许与火种接近，并远离热源。

该产品为非易燃易爆品，基本无毒，切勿入口。

▲我们产品的有关使用介绍均基于目前我们具有的知识水平，其目的是方便客户对我们产品的选择。尽管有这些介绍，客户对该产品是否符合其他的要求、加工程序或目的仍负有责任。因
为我们不能控制产品的使用、用法或加工，因而不能承担责任。

适用面 项目 检测标准 指标

粉末性能 在容器中状态 HG/T2006-2006 色泽均匀，无异物，呈松散粉末状

涂膜外观 筛余物（125μm） HG/T2006-2006 全部通过

涂膜机械性能

附着力 GB/T9286 0 级

耐冲击性 GB/T1732 冲头直径：16±0.3mm；凹坑深度 2.5±0.3mm，
胶带拉粘试验后，无剥离

抗杯突性 GB/T 9753 5mm，胶带拉粘试验后，无剥离

抗弯曲性 GB/T 6742 3mm，胶带拉粘试验后，无剥离

涂膜化学性能

耐沸水性 GB5237.4 无脱落、起皱

耐溶剂性 GB5237.4 3 级

耐盐雾性 GB/T10125 1000h，划线处：单向锈蚀≤ 4mm

耐湿热性 GB/T1740 1000h，无起泡、脱落或其他明显变化

涂膜耐候性能
加速耐候性 GB/T1865 氙灯 1000h，△ E ≤ 5，保光率 >50%

自然耐候性 GB/T9276 商定

④ . 粉末喷涂：选择合理的工艺参数，喷粉的环境最好有温度、湿度
控制系统，最佳的喷粉温度为 15 ～ 25℃，喷粉室的相对空气湿度最
好是 45% ～ 55%。

⑤ 推荐涂层厚度为 60 ～ 80μm，否则对涂膜性能会有影响。

⑥ 涂膜形成过程中，颜色略受温度、厚度等工艺条件影响，建议用
户使用前先做试验，以达到满意效果。

⑦ 如有任何问题，请及时与我公司销售代表联系。

▲ 注意事项：黑色、黄色、橙色等鲜艳色涂层的加速老化要求由供需双方商定，并在合同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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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含量金属
涂膜通透，强烈的金属闪烁效果

稳定性优异，使用省心
金马流水线检验，匹配客户工艺
旋风分离测试，保证涂装稳定性

耐候耐腐蚀，持久安心
精选国际品牌材料，严谨的配方设计

10 套先进邦定设备
自动化程度高，程序化邦定工艺控制

院士团队合作公关，对传统邦定工艺的改进与优化，开发具有油漆金属质感的高含量金属色、
幻彩金属色，以及粉代仿电镀金属色。一次喷涂即可得到涂膜保护性强、灿烂绚丽、闪烁迷人的
金属涂层。该产品色彩丰富，涂层外观能与溶剂型的金属涂料相媲美，深受市场的喜爱。

J-G 系列高金属粉末涂料

铝合金型材、铝系统门窗、铝单板、铝天花、铝幕墙等，以及高端家用电器、工业用
品、汽车轮毂等

应用范围



性能指标

使用指南

包装与贮存 安全措施

① 金属粉末涂料是由底粉加金属颜料通过特殊工艺邦定而成，所以
该粉末的带电性能不同于普通的粉末涂料。我们的经验表明：为达
到良好的涂层效果，需要在喷涂过程中根据不同的产品类型、喷涂
方式、回收粉使用方法等细节进行特别注意。

② 静电喷涂人工手动喷涂方式注意事项：以金马品牌喷枪为例，
喷涂的电压不宜过高或者过低，电压控制在 60-80KV，枪距 20-
25CM、喷枪的雾化效果要均匀；同时注意喷枪走势务必要均匀。
如果喷涂比较复杂的工件，建议选用圆形喷嘴；如需喷涂的产品是
结构比较规整单一形状，建议选用扁枪嘴。

③ 静电喷涂卧式线和立式线自动喷涂方式注意事项：工件装挂时根

粉末涂料外包装为硬质纸箱，内衬塑料袋，每箱净重 25KG、
20KG。应在在温度低于 25℃环境下， 避免光或热暴露。贮存粉末
的地点不允许与火种接近，并远离热源。

该产品为非易燃易爆品，基本无毒，切勿入口。

▲我们产品的有关使用介绍均基于目前我们具有的知识水平，其目的是方便客户对我们产品的选择。尽管有这些介绍，客户对该产品是否符合其他的要求、加工程序或目的仍负有责任。因
为我们不能控制产品的使用、用法或加工，因而不能承担责任。

适用面 项目 检测标准 指标

粉末性能 在容器中状态 HG/T2006-2006 色泽均匀，无异物，呈松散粉末状

涂膜外观 筛余物（125μm） HG/T2006-2006 全部通过

涂膜机械性能

附着力 GB/T9286 0 级

耐冲击性 GB/T1732 冲头直径：16±0.3mm；凹坑深度 2.5±0.3mm，
胶带拉粘试验后，无剥离

抗杯突性 GB/T 9753 5mm

抗弯曲性 GB/T 6742 5mm

涂膜化学性能

耐沸水性 GB5237.4 无脱落、起皱

耐溶剂性 GB5237.4 3 级

耐盐雾性 GB/T10125 1000h，划线处：单向锈蚀≤ 4mm

耐湿热性 GB/T1740 1000h，无起泡、脱落或其他明显变化

涂膜耐候性能
加速耐候性 GB/T1865 根据耐候要求商定

自然耐候性 GB/T9276 商定

据工件的形状、厚度进行合理挂件，以提高上粉率及产率；并注意保
持喷涂系统及周围环境清洁，防止不同品牌粉末涂料混入，影响涂膜
表面效果。

④ 回收粉使用需要注意：人工添加回收粉时需要注意新旧粉末，按
照 3:1 或者 4:1 的比例进行混合使用，不可单独使用回收粉喷涂施工。
自动线自动回收使用时，为保证新粉和回收粉的比例稳定，需要确保
流化桶中的总粉量低于 1/3 时及时加入新粉，也可以根据喷涂的实际
情况，采用计算加入新粉时间的方式，比如计算加入新粉的时间间隔
30 分钟，根据实际测试情况选定。

⑤ 推荐涂层厚度为 60 ～ 80μm，否则对涂膜性能会有影响。

▲ 注意事项：黑色、黄色、橙色等鲜艳色涂层的加速老化要求由供需双方商定，并在合同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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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粒径 D50 ＜ 25μm
累积细粉 P10（≤ 10μm）＜ 10%

 平整均匀的涂层，更好的耐腐蚀性
附着力、柔韧性

减少涂料用量
降低成本（降低 30%）

 超强薄涂流平效果，媲美油漆质感

采用世界著名颗粒研究中心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UWO）颗粒技术中心的国际专利技术，
使细致 15-25 微米的超微粉末涂料具有极高的流动性和可喷涂性，完全实现了在现有粉末涂装线
上进行超微粉喷涂，解决了粉末涂料难以在对涂膜外观要求较高的高端应用领域大规模推广的问
题。

超流平薄涂粉末涂料

适用于各类对涂膜外观要求高的金属建材、家用电器及汽车等高端产品，以及需要降低涂装成
本的领域。

应用范围

拥有美国、加拿大、中国三国
专利及国际专利授权



性能指标

使用指南

包装与贮存 安全措施

① 固化条件：200℃ /10min；为了使被涂物的涂膜固化均匀，最
好使烘烤炉内的温度分布均匀；并根据工件的情况合理控制好固化
温度及时间。

② 前处理：工件喷涂前必须进行前处理，并符合 GB/T 8013.3-
2007 中第 5 章的规定，铬酸盐转化膜的质量应在 0.4 ～ 1.0g/ ㎡之
间。化学转化预处理与涂装之间的时间间隔应不超过 16h，原则上
应该在转化处理干燥后立即涂装。

③ 工件装挂：工件装挂时根据工件的形状、厚度进行合理挂件，以
提高上粉率及产率；并注意保持喷涂系统及周围环境清洁，防止不
同品牌粉末涂料混入，影响涂膜表面效果。

粉末涂料外包装为硬质纸箱，内衬塑料袋，每箱净重 25KG、
20KG。应在在温度低于 25℃环境下， 避免光或热暴露。贮存粉末
的地点不允许与火种接近，并远离热源。

该产品为非易燃易爆品，基本无毒，切勿入口。

▲我们产品的有关使用介绍均基于目前我们具有的知识水平，其目的是方便客户对我们产品的选择。尽管有这些介绍，客户对该产品是否符合其他的要求、加工程序或目的仍负有责任。因
为我们不能控制产品的使用、用法或加工，因而不能承担责任。

适用面 项目 检测标准 指标

粉末性能 在容器中状态 HG/T2006-2006 色泽均匀，无异物，呈松散粉末状

涂膜外观 筛余物（125μm） HG/T2006-2006 全部通过

涂膜机械性能

附着力 GB/T9286 0 级

耐冲击性 GB/T1732 冲头直径：16±0.3mm；凹坑深度 2.5±0.3mm，
胶带拉粘试验后，无剥离

抗杯突性 GB/T 9753 5mm，胶带拉粘试验后，无剥离

抗弯曲性 GB/T 6742 3mm，胶带拉粘试验后，无剥离

涂膜化学性能

耐沸水性 GB5237.4 无脱落、起皱

耐溶剂性 GB5237.4 3 级

耐盐雾性 GB/T10125 1000h，划线处：单向锈蚀≤ 4mm

耐湿热性 GB/T1740 1000h，无起泡、脱落或其他明显变化

涂膜耐候性能
加速耐候性 GB/T1865 根据产品系列商定

自然耐候性 GB/T9276 商定

④ 粉末喷涂：选择合理的工艺参数，喷粉的环境最好有温度、湿度
控制系统，最佳的喷粉温度为 15 ～ 25℃，喷粉室的相对空气湿度最
好是 45% ～ 55%。

⑤ 推荐涂层厚度为 40 ～ 60μm，否则对涂膜性能会有影响。

⑥ 涂膜形成过程中，颜色略受温度、厚度等工艺条件影响，建议用
户使用前先做试验，以达到满意效果。

⑦ 如有任何问题，请及时与我公司销售代表联系。

▲ 注意事项：黑色、黄色、橙色等鲜艳色涂层的加速老化要求由供需双方商定，并在合同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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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Qualicoat II 类粉
AAMA2604 测试认证

使地标性建筑物历久
弥新，尊显华贵

优异的耐化学品性
易于维护和清洁

耐候性高
提供 15 年质保

本系列产品是以荷兰 DSM 公司的超耐候羧基聚酯树脂为基料，
选用美国 Shepherd 公司耐候无机陶瓷颜料，并辅以紫外光吸收剂和
抗氧剂制得的一种超耐候粉末涂料，产品通过了 Qualicoat II 类粉、
AAMA2604 测试认证，主要用于各种机场、博物馆等永久性的地标类
建筑所配套铝型材表面，使这类建筑物历久弥新，尊显华贵。

CJ 系列建筑行业超耐候粉
末涂料

各种机场、博物馆、商业大厦等永久性的建筑所配套的铝
型材、铝单板幕墙表面

应用范围



性能指标

使用指南

包装与贮存 安全措施

① 固化条件：200℃ /15min；为了使被涂物的涂膜固化均匀，最
好使烘烤炉内的温度分布均匀；并根据工件的情况合理控制好固化
温度及时间。

② 前处理：工件喷涂前必须进行前处理，并符合 GB/T 8013.3-
2007 中第 5 章的规定，铬酸盐转化膜的质量应在 0.4 ～ 1.0g/ ㎡之
间。化学转化预处理与涂装之间的时间间隔应不超过 16h，原则上
应该在转化处理干燥后立即涂装。

③ 工件装挂：工件装挂时根据工件的形状、厚度进行合理挂件，以
提高上粉率及产率；并注意保持喷涂系统及周围环境清洁，防止不
同品牌粉末涂料混入，影响涂膜表面效果。

粉末涂料外包装为硬质纸箱，内衬塑料袋，每箱净重 25KG、
20KG。应在 30℃以下的环境温度下贮存，并保持贮存环境通风、
干燥，并防止日光直接照射粉末。贮存粉末的地点不允许与火种接
近，并远离热源。

该产品为非易燃易爆品，基本无毒，切勿入口。

▲我们产品的有关使用介绍均基于目前我们具有的知识水平，其目的是方便客户对我们产品的选择。尽管有这些介绍，客户对该产品是否符合其他的要求、加工程序或目的仍负有责任。因
为我们不能控制产品的使用、用法或加工，因而不能承担责任。

适用面 项目 检测标准 指标

粉末性能 在容器中状态 HG/T2006-2006 色泽均匀，无异物，呈松散粉末状

涂膜外观 筛余物（125μm） HG/T2006-2006 全部通过

涂膜机械性能

附着力 ISO 2409 0 级

耐冲击性 ISO 6272-2011 20 英寸 . 磅，在涂层上允许形成裂纹，无剥离

抗杯突性 ISO 1519 5mm，胶带拉粘试验后，无剥离

抗弯曲性 ISO 2815 5mm，胶带拉粘试验后，无剥离

涂膜化学性能

耐沸水性 GB5237.4 无脱落、起皱

耐溶剂性 GB5237.4 3 级

耐盐雾性 AAMA 2604 3000h 中性盐雾，划线处：单向锈蚀≤ 4mm

耐湿热性 ISO 6270-1 3000h，无起泡、脱落或其他明显变化

涂膜耐候性能
加速耐候性 Qualicoat II

氙灯 1000h，△ E ≤规定值要求 50%
保光率 >90%

自然耐候性 Qualicoat II 5 年弗罗里达暴晒

④ 粉末喷涂：选择合理的工艺参数，喷粉的环境最好有温度、湿度
控制系统，最佳的喷粉温度为 15 ～ 25℃，喷粉室的相对空气湿度最
好是 45% ～ 55%。

⑤ 推荐涂层厚度为 60 ～ 80μm，否则对涂膜性能会有影响。

⑥ 涂膜形成过程中，颜色略受温度、厚度等工艺条件影响，建议用
户使用前先做试验，以达到满意效果。

⑦ 如有任何问题，请及时与我公司销售代表联系。

▲ 注意事项：黑色、黄色、橙色等鲜艳色涂层的加速老化要求由供需双方商定，并在合同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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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产品由特殊材料辅以高端幻彩金属材料邦定制成，涂膜保护性强、灿烂绚丽、闪烁迷
人的一种幻彩金属粉末涂料。该产品所呈现的视觉，如同形成于地球内部地幔层、经过良好切割
的宝石一般，璀璨、星光闪烁，具有美妙的立体光学维度和色调，深受市场的喜爱。

幻彩金属粉末涂料
涂膜梦幻迷人

灿烂绚丽

有随角异色的
变色龙系列

耐碱、耐候
耐腐蚀性能极好

稳定性优异
保护性强

涂膜 360°视角金属感强
具有极高的装饰性

铝合金型材、铝系统门窗、铝单板、铝天花、铝幕墙等，以及高端家用电器、工业用
品、汽车轮毂等

应用范围

360°



性能指标

使用指南
① 固化条件：200℃ /10min；为了使被涂物的涂膜固化均匀以及
光泽稳定，最好使烘烤炉内的温度分布均匀；并根据工件的情况合
理控制好固化温度及时间。

② 前处理：工件喷涂前必须进行前处理，并符合 GB/T 8013.3-
2007 中第 5 章的规定，铬酸盐转化膜的质量应在 0.4 ～ 1.0g/ ㎡之
间。化学转化预处理与涂装之间的时间间隔应不超过 16h，原则上
应该在转化处理干燥后立即涂装。

③ 工件装挂：工件装挂时根据工件的形状、厚度进行合理挂件，以
提高上粉率及产率；并注意保持喷涂系统及周围环境清洁，防止不
同品牌粉末涂料混入，影响涂膜表面效果。

④ 粉 末 喷 涂： 选 择 合 理 的 工 艺 参 数， 控 制 好 电 压、 气 压 及 出 粉
量，喷粉的环境最好有温度、湿度控制系统，最佳的喷粉温度为
15 ～ 25℃，喷粉室的相对空气湿度最好是 45% ～ 55%；另外要控
制好回收粉的比例，以保证产品颜色稳定。

⑤ 推荐涂层厚度为 60 ～ 80μm，否则对涂膜性能会有影响。

⑥ 涂膜形成过程中，颜色会略受温度、厚度等工艺条件影响，建议
用户使用前先做试验，以达到满意效果。

⑦ 如有任何问题，请及时与我公司销售代表联系。

包装与贮存 安全措施
粉末涂料外包装为硬质纸箱，内衬塑料袋，每箱净重 25KG、

20KG。应在 30℃以下的环境温度下贮存，并保持贮存环境通风、
干燥，并防止日光直接照射粉末。贮存粉末的地点不允许与火种接
近，并远离热源。

该产品为非易燃易爆品，基本无毒，切勿入口。

▲我们产品的有关使用介绍均基于目前我们具有的知识水平，其目的是方便客户对我们产品的选择。尽管有这些介绍，客户对该产品是否符合其他的要求、加工程序或目的仍负有责任。因
为我们不能控制产品的使用、用法或加工，因而不能承担责任。

类型 项目 检测标准 指标

粉末性能
在容器中状态 HG/T2006-2006 色泽均匀，无异物，呈松散粉末状

筛余物（125μm） HG/T2006-2006 全部通过 

涂膜机械性能

附着力 GB/T9286 0 级

耐冲击性 GB/T1732
冲头直径：16±0.3mm；凹坑深度 2.5±0.3mm，胶带拉粘试验后，无剥

离

抗杯突性 GB/T 9753 5mm

抗弯曲性 GB/T 6742 5mm 胶带拉粘试验后，无剥离

涂膜化学性能

耐沸水性 GB5237.4 无脱落、起皱

耐溶剂性 GB5237.4 3 级

耐盐雾性 GB/T10125 1000h，划线处：单向锈蚀≤ 4mm

耐湿热性 GB/T1740 1000h，无起泡、脱落或其他明显变化

涂膜耐候性能
加速耐候性 GB/T1865 商定，可通过 4000h 测试

自然耐候性 GB/T9276 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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