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系列粉末涂料
超耐候性粉末涂料在工业和建筑上的应用，
基于纯聚酯树脂PRIMID体系。

典型用途

特点

• 金属幕墙

• 极好的耐候性能

• 钢结构

• 优异的流平性

• 体育场馆座位

• 优异的储存稳定性

• 交通标志

• 良好的RAL颜色批次稳定性

标准包装

外观 | 颜色

20kg纸箱
最小包装2.5kg

• 平面高光，光泽约80-95*
• 平面半光，光泽约63-77*
• 平面低光，光泽约20-35*

约1.2-1.6g/cm3
比重
（ISO 8230-2）

理论
遮盖率

储存
稳定性

• 细砂纹，

取决于比重，
以60um的平均膜厚计算，
可喷涂10.4-13.8m2/kg

在温度低于25℃环境下，
避免光或热暴露，储存
时间12个月

-

可快速提供RAL色平面高光产品。
可配制其它颜色，最小订单量为60kg。

*光泽度测量依据 ISO 2813/60°角，（不适用
于金属效果的粉末涂料）。粉末涂层被测量的
光泽度可以从产品数据表细节中提供，建议客
户提供产品可接受光泽范围。

(定制订单或其他库存协议的保存期限，是由产品的特
性决定的，是从初始生产日期计算储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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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海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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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处理

固化参数（工件温度）

下表反映了关于各种基材前处理的普遍方法和应

TIGER Drylac® 68系列
固化参数 | 低光平面

用。在选择适当类型的前处理时，请根据所需的产
品说明书第1页的指导方针来选择适当的前处理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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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GER Drylac® 68系列
固化参数 | 高光平面、半光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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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涂工艺

请密切注意固化参数，因为机械性能在完全固化之前已经

• 电晕静电喷涂

及直接燃气设备等实际生产情况下，核实产品的适用性。

定型！金属底材的温度不应超过200度,请在使用红外烤炉

• 摩擦静电喷涂*
*采用此工艺喷涂金属效果粉末时，应事先验证可行性。请参考我
们最新版本的相关说明。

耐候性
佛罗里达暴晒
RAL 8014 - 朝南45°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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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光率%相对于月份

68系列

1）

1 60

预期的保光率值取决于原始的光泽水平和颜色。
由于长时期的UV暴露引起的合理失光度和颜色变化是可
以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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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
实验室配色与实际生产在颜色、效果上略有差异。
请参考相关的最新版本的技术数据表。
砂纹效果：单涂和重涂可能会有纹理差异。

性能参数表
实验室测试基于0.7mm厚度铬化铝板。受施工工艺、使用环境、产品特性如光泽、颜色、效果和外观的
影响，实际产品性能可能会与实验室测试结果存在差异。

测试方法

涂膜厚度

ISO 2360

60-80 um

70-90 um

ISO 2813

高光：80-95
半光：63-77
低光：20-35

目视

划格法附着力 1毫米

ISO 2409

0级

0级

轴棒弯曲测试

ISO 1519

≤ 5 mm (无涂层脱落)

≤ 5 mm (无涂层脱落)

压痕硬度

ISO 2815

≥87

不可测量的

杯突测试

ISO 1520

≥5 mm
（在涂层上允许形成裂纹但无涂
膜剥离）

≥5 mm
（在涂层上允许形成裂
纹但无涂膜剥离）

冲击测试 20英寸•磅

ISO 6272-1
-2011

在涂层上允许形成裂纹
（无涂膜剥离）

在涂层上允许形成裂纹
（无涂膜剥离）

耐候性

EN 20105-A02

≥4

≥4

耐湿热测试1000[小时]

ISO 6270-1

最大起泡1 mm

最大起泡1 mm

耐盐雾测试1000[小时]

ISO 9227

最大起泡1 mm

最大起泡1 mm

光泽度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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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GER Drylac® 68系列
TIGER Drylac® 68系列
高光表面、半光表面 、低光表面
砂纹表面

测试项目

TCN-HB-RD-031-V01

应用指南-普通颜色和金属效果

涂料使用和封装的污染物和其他物质，包括密封

常规注意事项

滑剂等）。这些物质若与涂膜表面接触，须确保

位于沿海、近海地区或工业区的建筑由于长期受到

ph值为中性及不含破坏涂膜的有害成分。喷涂者

含盐温湿空气的侵蚀，为了达到边缘和转角部位最

应首先对此做适当检查。涂膜表面再用透明粉罩

低80um的膜厚，必须使用双涂体系。

光可以有效防止由于表面金属颗粒所造成的颜色

第一层固化参数为：

或效果的差异。双涂体系必须采用正确的固化参

200℃，5分钟或180℃，10分钟。

数。

第二层固化参数为：

某款户内用粉末涂料表面进行了透明耐候粉罩

200℃，22分钟或180℃，35分钟。

光，这并非表示就拥有了全方位耐候体系。因为

剂和其他辅料（玻璃胶，润滑蜡，钻孔和切割润

无色粉末，如透明粉可能会由于底材和表层涂膜

涂膜厚度
为了达到足够的遮罩力，涂膜厚度至少要75um以
上，但不能超过110um。鲜亮颜色可能需要更高的
涂膜厚度。

之间的张力而开裂。

弯曲后加工
工件喷涂后需进行弯曲加工的，请在量产前在原

色差

始工件上检测涂层的适宜性。因为合金种类、预

尽管严格按照RAL色彩标准进行配制和生产粉末

处理方式、弯曲半径、弯曲条件、温度，壁厚、

涂料，但无法避免不同批次间颜色和效果的细微差

涂膜厚度、固化条件、颜色，储存时间等其它因

异。为了最大程度达到预期效果，需要提前与粉末

素都会影响涂层柔韧性。粉末涂料表面细微裂痕

涂料供应商提供的参考样板做比较，同时还依赖于

会导致涂层腐蚀破坏。

设备作适当的测试。由于设备系统所造成颜色和效

密封剂、粘合剂和泡沫的附着

果的差异，特别是回收粉，要制备上下限允差样板

工件表面附有密封剂、粘合剂和泡沫时，喷涂前

以控制差异。

请事先检查并做适当的清洗，如异丙醇。即使短
期使用有机溶液，例如硝基稀释剂、丙酮、碱性

为了把由于设备系统所造成的颜色和效果的差异降

擦拭剂或其它可造成涂膜损伤的清洗剂，也会对

到最低限度，请尽量使用同一设备进行喷涂；保证

涂层表面造成肉眼看不见的不可恢复的损伤。

恒定参数（如电压高低、空气输送量、配料及喷枪
到工件的距离等）；使用同一批次粉末配以恒定的

包装和储存已喷涂的工件

回收粉比例。由于无规则的粉末施工，任何手动喷

包装：采用不含增塑剂的适宜包装材料，同样选

涂都会造成颜色和效果的差异。请确保统一的涂膜

用不形成污染的包装袋，标签，辅助材料和运输

厚度，因为较大的膜厚偏差会导致颜色、效果和光

工具。标签和胶带等在一定时限内容易去除。存

泽的差异。根据现行标准，汽车涂料颜色和效果的

放环境不好，放在户外，同水接触和受热使涂料

允差评判，不适用于粉末涂料。

浊化。
储存：粉末包装放于地面上存放时，下面垫好木

耐久性-单涂与双涂对比

托，避免阳光照射，雨林和污染影响。保证通风

考察耐久性是界定单涂和双涂体系的根本方法。

避免水汽凝结。

68系列

喷涂设备。因此在施工之前，有必要先用现场喷涂

金属粉的耐久性取决于具体产品及特殊要求，诸如
耐磨损性、耐划伤性，清洁方法，颜色稳定性和化
学稳定性。与制造商充分沟通，了解影响具体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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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膜清洁

涂层体系--金属效果

至少每两年要清洗一次涂布的建筑物。对纹理涂

采用不同的喷枪，工艺和系统参数经常会导致各种

层，由于表面粗糙，难于清洗表面：仅用干净水清

不同的结果。因此，必须确保只有枪喷嘴使用

洗，或加弱碱或中性溶液清洗。只能用非纤维类的

的是金属粉末涂料建议要求的种类。根据涂布工

布料擦拭，不能使用有摩擦和刮擦的工具擦洗。不

件类型，选用扁平喷嘴或带挡片的雾化程度高的

能用高压喷汽清洗设备。每次清洗后尽快用洁净凉

喷嘴。要定期检查接地和粉末云带电情况。定期

水漂洗。即使是短期的使用有机溶剂，如硝基稀释

检查控制流程包括软管的清洁和喷枪尘积的粉和

剂或丙酮，碱性和酸性以及磨料或其他油漆，清洗

喷房。对金属粉末涂料要注意流化容器。这是由

剂可在涂层表面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往往肉眼是

于金属涂料对不同份额的回收粉更敏感，控制回

看不见的！

收粉的量不超过30％。避免产生条状喷涂缺陷，
喷枪位置不要距离工件太近。

耐化学药品性能
除了粉末涂料配方以外，涂层的耐化学品性还取决

回收粉末--金属效果

于其他因素。因而，必须根据施工过程和最终产品

为确保颜色和金属粉效果的均一性，新粉末用量由

的用途来决定耐化学品性要求。耐化学品性规格必

具体产线确定但不能低于70%。同时只允许通过过

须包含具体的测试方法，例如EN ISO 2812-1“油

筛后连续加入循环系统。由于回收的金属粉末涂料

漆和涂料产品 - 表面耐液体性测试方法”。同时，

无法保证均匀稳定性，所以不允许用多种或超量添

有关各方面对性能规格的各环节达成一致。例如：

加回收粉。新粉用量有颜色/效果都允许的范围确

测试时间、方法、反应时间、介质浓度等。

定。开始就监测颜色稳定性绝对是必要的。建议喷

金属效果粉末涂料常规说明
对难于上粉的工件要上底涂。随后上的面漆可能导

粉末带电-金属效果

致混浊。两面都要喷涂时，要后喷正面。在喷涂前

常用的喷枪有手动喷枪，自动喷枪，静电喷枪（金

首先确认金属板的正面和侧面位置- 纵向或横向，

属粉末涂料）和摩擦静电喷枪（纯色）。从根本上

不能在涂饰过程和后续安装中更改！避免不同的升

讲只有少数几种金属粉末涂料可采用摩擦静电喷

温曲线：应将薄厚不同工件分开涂装。为了避免颜

涂。施工之前必须检查涂布方式是否适用。由于粉

色，光泽和效果的差异，对同一批工件不能采用不

末涂料和金属颗粒的带电能力不同，并非所有的金

同批次的或不同制造商的粉末产品。我们建议，在

属粒子都能被运到被涂物上，这可导致颜色/效果

一个生产系列涂饰中始终保持相同的应用参数，检

的差异。从静电喷涂转换到摩擦静电喷涂是不允许

测至少包括颜色，光泽，效果和固化条件。在一些

的。使用金属粉末涂料要特别注意系统清洁度，以

大型项目完成涂布时，因为工艺和系统参数的不

避免烧结，导致喷枪短路。

同，即使同一制造商和同类批次产品，颜色和效果
有差异是完全可能的。双方要在施工前就样板的恰

接地-金属效果

当上下限协商好。基材和涂层间材料种类不同会造

使用金属粉末涂料时，粉末喷涂系统和被涂物必须

成不加颜料的涂料（如透明粉）材料应力不同可导

充分的接地。该项措施极大地有利于颜色和效果的

致粉末涂料应力开裂。

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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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纹理金属效果不要使用回收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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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我们产品的口头或书面的建议均源自经验，并严格
按照现行技术标准执行，旨在为买家或用户提供帮助，
本身并不承担任何义务也不作为购货协议的附加条款。
施工前客户请自行校验产品适应性。非粉末系统的物
料，其配套适应性，需事先验证。

老虎表面技术新材料（苏州）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省太仓市青岛东路28号
邮编

215400

本公司已通过

电话

+86-512-53737999

ISO 9001

传真

+86-512-53737998

ISO 14001

邮箱

office.cn@tiger-coatings.com

管理体系认证

网址

www.tiger-coating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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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产品信息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会定期更新产品
说明书，请以最新版本为准。需要时请向销售部索取最
新版产品说明书。内容若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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