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사진: 이 컬러 카드의 사진에 나타난 페인트 색은 실제 표면과 다를 수 있습니다. 
인화 과정과 조명으로 인해 색상이 달라질 수 있습니다.

표지 사진: 벽: Whole Wheat(홀 윗) DE6124 천장: Swiss Coffee(스위스 커피) DEW341

뒷면 사진: 벽: Distant Haze(디스턴스 헤이즈) DE6282; 끝부분(Trim): Whisper(위스퍼) DEW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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친환경의 전통, 보다 친환경적인 미래.
Dunn-Edwards의 친환경적 전통은 우리에게 자부심을 주며 더욱 분발하도록 
영감을 줍니다. 우리는 환경의 효율성을 위한 친환경 원칙에 전념하며, 
이 원칙은 에너지와 물질 자원, 환경의 질 그리고 인류의 건강과 안전에 
미치는 해로운 영향을 최소화하는 동시에 인간의 필요를 충족시키는 능력을 
의미합니다. DURAFLO®는 이러한 전념을 보여주는 또 다른 실제 예시입니다.

유성 페인트의 성능을 갖춘 수성 페인트.

고급 내부용 페인트 내
부

용DURAFLO®



每个标签上都印有 VOC 和 RAVOC 
评级
D u n n -E d w a r d s  是 第 一 家 在 其 产 品 标 签 上 印 有 
RAVOC 评级（即“反应性调整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
量”）的油漆公司。这种评级方式可以更为准确有
效的测量出涂料对空气质量的潜在影响。如需了解
有关 RAVOC 评级的更多详情，请访问  
dunnedwards.com/RAVOC。

LEED® GOLD-认证油漆制造工厂
2011 年，Dunn-Edwards 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创建了
世界上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经 LEED® Gold 认证的
油漆制造工厂。集产品制造、产品开发、质量控制
和更多其它功能于一体，这座占地 336,000 平方英
尺的现代化设施在设计伊始便旨在成为业内最环保
的油漆制造工厂。
“LEED”及相关徽标为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 (U.S. Green Building 
Council) 所有的商标，并且已得到使用许可。

带有此徽标的产品均为 EG-FREE® 
和 TAC/HAP-FREE 产品
乙二醇 (EG) 是一种经常用在水性涂料中的溶剂， 
已被列为有害的空气污染物 (TAC) 和有毒空气污染
物 (HAP)。1983 年，我们在行业中首次自愿提出改
为使用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公认安全级”
的无毒丙二醇来替代 EG 为原料。而且，每款带有 
EG-Free 徽标的 Dunn-Edwards 产品均不含有任何其
他 TAC 或 HAP。

半光漆 亮漆

家庭 •
餐厅 •
厨房和浴室 • •
走廊 •
门和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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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着性测试方法：将要测试的 3 mil 油漆样品涂于所需基底（光亮的老化醇酸、白垩乳胶、金属等），干燥 24 小时。24 小时后，在基底上用 Gardner Adhesion Knife（加德纳粘着性测试刀）切出两片测试区，每片切 100 个方格。针对干粘着
性测试，将 Permacel 胶带牢固地粘于测试区重叠的 2英寸切口上。然后以 180 度角，将胶带迅速撕掉。根据从基底上剥离的油漆量，采用 ASTM 0B – 5B 评级对油漆进行评估和计分（0 表示油漆全部从基底上剥离，5 表示没有油漆剥离）。 
针对湿粘着性测试，将一块 1英寸x 1英寸的湿纸巾放于切口区域，等候 10 分钟。10 分钟后，取下纸巾，擦干切口区域的多余水分。将 Permacel 胶带牢固地粘于测试区同样重叠的 2英寸切口上。然后以 180 度角，将胶带迅速撕掉， 
评估结果并计分 (ASTM 0B – 5B)。分数越低，表示油漆对这种基底的粘着性越差。可以在固化 3 天后和 7 天后，采用相同的测试方法重新进行湿/干粘着性测试，以确定特定油漆的粘着特性。

粘合阻力测试方法：将油漆涂抹在白色的图纸上，并风干 24 小时。随后将图纸两两对折。在对折的图纸上放置重物以促使油漆表面充分接触。24 小时之后，分开覆盖在一起的图纸，并查看风干后的油漆是否粘连到了一起。在尝试分
开两个样品之前，每种条件下涂层表面受力的时间长度如下：(1) 室温 - 24 小时；(2) 高温 - 30 分钟。取下砝码，让测试板平衡 5 分钟，然后分开测试板。

所有测试示例都是实际测试结果的高清照片。测试的执行机构为 Dunn-Edwards 实验室，可通过预约前往 Dunn-Edwards 公司办公室查看实际测试结果。

是优质的、超低 VOC 含量、快干、极低气味内用漆系列，它完美适用于内
墙、镶边、模制、小房间、门、厨房和浴室以及人流密集区域。

DURAFLO®

为什么 DURAFLO®

 优于其他内用漆

请亲自查阅 DURAFLO®®

 的不同之处

这些通常用于上述表面的光亮层。光亮度可能受表面质地和孔隙度以及空气条件的影响。 
请联系Dunn-Edwards代表或当地商店了解具体产品是否可订购。

::  展现与传统油基漆相似的应用性和特性

::  配方采用高级水溶性醇酸树脂技术

::  出众的粘着性、遮盖性和粘合阻力，还能减少泛黄几率

::  超低 VOC 含量、极低气味

粘合阻力
当两个涂漆表面互相接触时（例如门和门侧柱），它们可能附着在一起，或发生粘合。在这种情况下，油漆会从表面上剥落。 

如图所示，新型改善的 DURAFLO® 不会粘连或剥落。

粘着性
良好的粘着性使油漆能附着在基底上，更好地保护涂漆表面。新型改良的 DURAFLO® 可良好粘着在老化的醇酸树脂上， 
特别是暴露在潮湿环境下。



照片：本手册照片中的油漆颜色与实际表面看起来不同。 
摄影处理过程和光线会改变颜色。

封面照片：墙：Whole Wheat（全麦色）DE6124；天花板：Swiss Coffee（瑞士咖啡）DEW341
背面照片：墙：Distant Haze（远雾）DE6282；镶边：Whisper（耳语白）DEW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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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绿色的传统，一个更加环保的未来。
Dunn-Edwards 的绿色传统让我们感到自豪，并激励我们继续为之努力。

我们坚定不移地奉行提高环境效率的绿色原则，我们将其定义为在满足

人类需求的同时，将对能源、物质资源、环境质量以及人类健康和安全

的不利影响降低到最小的能力。DURAFLO® 便是这份承诺的另一实例。

水基漆拥有油样性能。

 
高级外用漆

内
用DURAF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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