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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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I-HUES® 便是这份
承诺的另一实例。 专业的外用漆

ACRI-HUES®

大项目需要与之匹配的优质油漆。

外
用



木料 金属砖石

全国性品牌 1ACRI-HUES 30

全国性品牌 1ACRI-HUES 30 全国性品牌 2ACRI-HUES 50

ACRI-HUES 30 全国品牌 1

干粘着性

湿粘着性

ACRI-HUES 50 全国性品牌 2

干粘着性

湿粘着性

100% 丙烯酸
无光

丙烯酸
蛋壳漆

丙烯酸
半光

门和窗 •
百叶窗 • •
灰泥 • •
砖石及砖 • •
木料侧板 • •
铝 • •
乙烯基侧板 • •
拱腹、饰带及屋檐 • • •
车库门及排水沟 • • •
锻铁门 •
门和栅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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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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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沾污性测试方法：在铝制面板上施涂油漆，并在室温条件下风干七天。随后在面板的下
半部分涂抹一层黑氧化铁悬浮液，并在室温条件下风干两小时。为加快测试速度，面板被
放置于温度达到 120°F 的烤炉中两小时，以便进一步风干漆膜上的悬浮液。冷却面板并在冷
水龙头下冲洗。面板上残余的悬浮液数量即为沾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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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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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系列专业的、超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丙烯酸油漆，
具有值得信赖的性能和非常好的耐久性。ACRI-HUES 非常适合住
宅、多租户住房、学校、医院和商业项目使用。

ACRI-HUES®

::  配方采用高品质树脂和颜料，提供更好的粘着性、 
耐久性及遮盖性

::  更好地平衡抗流挂性和流平性，提供均匀一致的光滑表面

::  出众的耐沾污性和粘合阻力提供了值得信赖的性能

ACRI-HUES®  为什么优于其他
外用漆

请参阅 ACRI-HUES® 的与众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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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RI-HUES® 与全国品牌相比具有
明显优势，他们的油漆会附着在
一起，并从表面上剥落。

耐沾污性
当外用漆因太阳照射而受热
时，会变软和发粘，从而使灰
尘粘到薄膜上。更好的耐沾污
性意味着油漆后的表面会保持
更久的崭新效果。ACRI-HUES® 
在测试板上的耐沾污性能比其
他全国品牌更佳，因此优于竞
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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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I-HUES® 在表面具有
更好的附着性，而全国品牌
产品较易剥落，特别是在接
触水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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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标签上都印有 VOC 和 
RAVOC 评级
Dunn-Ed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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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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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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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