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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方

配方对于确定涂层的整体性能和潜在的耐久性至
关重要。因此，诸如树脂、体积固体份、着色剂和系统

的颜料体积浓度 (PVC) 之类的项目都是油漆制造商评

估以优化涂层的因素。PVC 是涂层中颜料的体积与颜

料和粘合剂（非挥发性）材料的总体积之比率。PVC 比
率较低的涂层通常比 PVC 比率较高的涂层性能更好。 

与 Dunn-Edwards 不同，大多数油漆制造商不会在产品数

据表上提供其涂层的 PVC。

暴露方向/角度

一些暴露角度会比其他角度更严重。这意味着某些暴
露角度可能会比其他角度从阳光和水分中吸收更多
的紫外线。例如，朝南的墙壁要比朝北的墙壁吸收更多

的紫外线阳光，这意味着当涂层开始受紫外线侵蚀时，

侵蚀会先于朝北的墙壁发生在朝南的墙壁上。此外，在

相同的暴露方向但在不同的角度下，耐久性也会有所不

同。例如，朝南的水平产品可能会比朝南的垂直产品受

侵蚀的速度更快，这是因为朝南的水平表面暴露在水

分、灰尘和其他碎屑中的时间更长。假设所有其他条件

外部耐久性或“外部涂层的使用寿命”受许多因素的影响。现实情况是并非所有的外部涂层都是在相等条件下产生

的。涂层的配方对于涂层的耐用性或持续使用时长起着重要的作用。除了配方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同样会影响涂层

的使用寿命。这就是为什么同一涂层在一个项目与下一个项目之间会有不同的表现。以下是一些影响涂层使用寿命

的关键因素（请参见下一页图 1）：

都相同（即基底、表面处理、所用的底漆、漆膜厚度），

则这些条件可以加速涂层的侵蚀。

Dunn-Edwards 测试栅栏处的大多数面板都暴露于

南 45° 角度下。这是许多行业所选择的角度，因为样

品会在冬季吸收更多的总阳光能量。

施涂

涂层的施涂也是确定其整体性能的关键因素。错误施

涂的优质涂层将无法发挥其潜力。必须考虑的项目是基

底及其条件，以及是否使用了基底特定的底漆；施涂的

底漆和面漆的涂层数；以及施涂底漆层和面漆的厚度。

所有这些项目在涂层能持续使用多长时间中都起着很

大的作用。

环境条件

涂层在其整个使用寿命中暴露所处的环境条件将决定

其预期使用期限。诸如水分、温度和总紫外线暴露等项

目可以决定涂层的降解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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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涂层使用寿命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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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保色性  2) 保光性  3) 霉菌

  4) 腐蚀  5) 沾污性  6) 碱烧伤

  7) 粉化/粘合剂降解  8) 破裂/剥落  9) 粉化
    粘着性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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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上述因素会影响涂层的使用寿命，但以下是一些为什么通常会对基底重新涂漆的示例。通常情况下会施涂涂层

以保护或美化基底。 

图 1：影响涂层使用寿命的因素

配方： 环境条件：

产品使 
用寿命

暴露方向/角度： 施涂：

影响涂层使用寿命的因素

1) 南/北/东/西 
2) 垂直/水平

1) 树脂 
2) PVC
3) 体积固体份

1) 水分 
2) 温度
3) 紫外线照射量

1) 基底条件 
2) 涂底漆或未涂底漆
3) 1 涂层或 2 涂层
4) 漆膜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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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图解着重说明了由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和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暴露角度不同而导致的相同涂层的差异。 

3由于暴露角度增加了紫外线暴露和水分接触

12 个月后的颜色变化 

暴露角度的重要性（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12 个月后的颜色变化 

暴露角度的重要性（亚利桑那州凤凰城）

 

由于暴露角度增加了紫外线暴露和水分接触

良好的保色性

良好的保色性

良好的保色性

有些颜色偏移

有些晶粒裂纹和颜色偏移

有些颜色偏移

较差的保色性（早期粉化）

较差的保色性

北垂直：

基底: 
未涂底漆的 SYP

南垂直：

基底: 
未涂底漆的 SYP

南 45：

基底: 
未涂底漆的 SYP

水平：

基底: 
未涂底漆的 SYP

未暴露

暴露

未暴露

暴露

北垂直：

基底: 
未涂底漆的 SYP

南垂直：

基底: 
未涂底漆的 SYP

南 45：

基底: 
未涂底漆的 SYP

水平：

基底: 
未涂底漆的 SYP

影响涂层使用寿命的因素



技术通报

下图说明了三种不同系统在暴露  18 个月之后在南  45 度角度暴露下可以看到的差异。右边的系统具有非常

好的保色性和保光性，而左边的图片显示了较差的保光性，中间的图片则显示了较差的保色性和保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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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泽和颜色变化 - 18 个月后 

南 45 暴露角度（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粉化和光泽缺失 - 18 个月后 

南 45 暴露角度（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较差的保光性

未暴露

未暴露

暴露

暴露

较差的耐久性和抗粉化性 良好的耐久性和抗粉化性

较差的保色性和保光性 良好的保色性和保光性

影响涂层使用寿命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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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照片展示了由于使用高质量的适合基底的底漆以延长面漆的使用寿命而导致的涂层性能的差异。在下面的示例

中，左侧的面板已适当地涂上底漆，而右侧的面板没有在南方黄松 (SYP) 上使用底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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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落/晶粒裂纹 - 15 个月后 

南 45 暴露角度（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耐沾污性 - 15 个月后 

南 45 暴露角度（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具有合适底漆的柔韧性基底 (SYP) -  
良好的抗晶粒裂纹和剥落性

未使用底漆的柔韧性基底 (SYP) -  
较差的抗晶粒裂纹和剥落性

影响涂层使用寿命的因素

良好的沾污性 较差的沾污性 较差的沾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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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碱性的重要性： 
新烧的砖石很可能含有石灰，而这种成分的碱性（pH 值大于 9）非常高。如果砖石未经过恰当的固化，表面的碱性可

能会破坏漆膜的完整性，导致漆膜褪色及整体劣化。 

以下砖石板展示了由于使用高质量的适合基底的底漆以延长面漆的使用寿命而导致的涂层性能的差异。上面的图像

显示了在紫外线照射之前的砖石板，左边的底漆是错误的，右边的底漆是正确的，而整个底部没有底漆。经过 72 小
时的紫外线照射后，您可以清楚地看到正确的底漆选择将有助于保护面漆免受高 pH 值表面以及过早的颜色和树脂

烧毁的影响。底部的图像显示，使用了错误底漆的左侧部分中耐碱性较差，而使用了正确底漆的情况下则具有出色的

耐碱性。由于没有高质量的适合基底的底漆，因此没有底漆的部分（只有面漆）的性能也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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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涂层使用寿命的因素

暴露于紫外线和水分的 72 小时之后

由于错误底漆导致
的较差耐碱性

出色的耐碱性

较差的耐碱性

底漆 + 面漆

只有面漆

耐碱性

底漆 + 面漆

只有面漆

暴露于紫外线和水分之前

高碱性砖石上的面漆 (pH ˜ 11) 

显示未涂底漆与涂底漆以及使用正确的底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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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膜厚度 - 对耐腐蚀性的性能的影响

使用正确的底漆 - 对底漆的影响

底漆暴露于腐蚀性（盐雾）条件下

没有底漆的非直接接触金属面漆

暴露于腐蚀性（盐雾）条件下

有合适底漆的非直接接触金属面漆

暴露于腐蚀性（盐雾）条件下

耐腐蚀性的重要性： 

耐腐蚀性涂层可保护金属部件免于因水分、盐雾、氧化或其他化学化合物而降解。防腐蚀涂层可为金属表面提供额

外的保护，并充当屏障来抑制化学化合物或腐蚀性材料之间的接触。具有防腐蚀性能的涂层可确保金属部件具有最

长的预期使用期限。

以下照片显示了与左侧照片相比，由于使用建议的干膜厚度（如右侧照片所示）而导致的涂层性能的差异，而左侧照

片则显示了未充分施涂的面板导致了不正确的漆膜厚度。两者都是相同的底漆，并且均暴露于相同的条件下。

1 mil DFT 左 2 mil DFT 右

影响涂层使用寿命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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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粉化性的重要性： 

粉化是盐的结晶沉淀物，可在水分存在于混凝土、石材、灰泥、砖块等水泥基底中或之上时形成，并通过水的浸出和

蒸发作用使这些可溶性盐迁移至表面。

以下照片展示了与左侧的较高质量产品相比，由于使用右侧较低质量的产品而导致的涂层性能的差异。每张图片上

的顶部（1 涂层）与底部（2 涂层）的对比说明了最终干膜厚度可以对涂层的抗粉化能力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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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涂层使用寿命的因素

耐粉化性

2 涂层 
只有面漆

较差的耐粉化性良好的耐粉化性

1 涂层 
只有面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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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霉性的重要性：

霉是一种真菌（霉菌），可在许多外部涂漆的表面上以及内部浴室墙壁上和其他潮湿或通风不良的室内区域中生长。

如果不纠正，则霉将会继续吞噬掉现有的油漆，从而导致受影响的区域中油漆最终脱落。没有绝对可以防止霉生长

的方法，但是，如果遵循适当的预防措施和建议，则霉可能会得到控制。

下面的面板显示了使用带有适当防霉剂的高质量涂层来抵抗霉生长的重要性。请注意，左侧的样品是干净的，没有

发霉的迹象，而右侧的样品已被霉覆盖。重要的是要注意，暴露角度和天气条件对于涂层在漆膜上显示出发霉迹象

之前将持续使用多长时间起着很大的作用。

良好的防霉性 较差的防霉性

防霉性 - 暴露 20 个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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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涂层使用寿命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