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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参照采用日本工业标准 合成树脂乳液涂料 类 对推荐性国家标准

合成树脂乳液内墙涂料 修订而成

本标准整体技术水平高于 中 类产品标准

本标准与前版的主要技术差异是

本标准中增加了 优等品

本标准中 耐洗刷性 指标有所提高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 同时代替

本标准由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涂料和颜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 中国化工建设总公司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 浙江天女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刘纪元 赵玲 冯世芳 姚生铭

本标准于 年首次发布 年第一次修订

本标准由全国涂料和颜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合成树脂乳液内墙涂料
代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合成树脂乳液内墙涂料的产品分等 要求 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及标志 包装和贮存等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以合成树脂乳液为基料 与颜料 体质颜料及各种助剂配制而成的 施涂后能形成表

面平整的薄质涂层的内墙涂料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 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 本标准出版时 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 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 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极限数值的表示方法和判定方法

漆膜 腻子膜干燥时间测定法

色漆和清漆 涂层老化的评级方法

涂料产品的取样

建筑涂料 涂层耐碱性的测定

建筑涂料 涂层耐洗刷性的测定

浅色漆对比率的测定 聚酯膜法

色漆和清漆 标准试板

涂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温湿度

涂料产品包装标志

涂料产品包装通则

中国颜色体系

涂料产品检验 运输和贮存通则

建筑用石棉水泥平板

产品分等

产品分为三个等级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要求

产品应符合表 的技术要求



表 技术要求

项 目

指 标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容器中状态 无硬块 搅拌后呈均匀状态

施工性 刷涂二道无障碍

低温稳定性 不变质

干燥时间 表干

涂膜外观 正常

对比率 白色和浅色

耐碱性 无异常

耐洗刷性 次

浅色是指以白色涂料为主要成分 添加适量色浆后配制成的浅色涂料形成的涂膜所呈现的浅颜色 按

中 规定明度值为 到 之间 三刺激值中的

试验方法

取样

产品按 的规定进行取样 取样量根据检验需要而定

试验的一般条件

试验环境

试板的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温湿度应符合 的规定

试验样板的制备

所检产品未明示稀释比例时 搅拌均匀后制板

所检产品明示了稀释比例时 除对比率外 其余需要制板进行检验的项目 均应按规定的稀释

比例加水搅匀后制板 若所检产品规定了稀释比例的范围时 应取其中间值

本标准中检验用试板除对比率使用聚酯膜 或卡片纸 外 均为符合 表 中

类板 加压板 厚度为 技术要求的石棉水泥平板 其表面处理按 中

的规定进行

本标准规定采用由不锈钢材料制成的线棒涂布器制板 线棒涂布器是由几种不同直径的不锈

钢丝分别紧密缠绕在不锈钢棒上制成 其规格为 三种 线棒规格与缠绕钢丝之间的关系见

表

表 线棒

规 格

缠绕钢丝直径

注 以其他规格形式表示的线棒涂布器也可使用 但应符合本标准中表 的技术要求

各检验项目的试板尺寸 采用的涂布器规格 涂布道数和养护时间应符合表 的规定 涂布两

道时 两道间隔



表 试板

检 验 项 目

制 板 要 求

尺寸 线棒涂布器规格

第一道 第二道
养护期

干燥时间

耐碱性

耐洗刷性

施工性 涂膜外观

对比率

根据涂料干燥性能不同 干燥条件和养护时间可以商定 但仲裁检验时为

容器中状态

打开包装容器 用搅棒搅拌时无硬块 易于混合均匀 则可视为合格

施工性

用刷子在试板平滑面上刷涂试样 涂布量为湿膜厚约 使试板的长边呈水平方向 短边与水

平面成约 角竖放 放置 后再用同样方法涂刷第二道试样 在第二道涂刷时 刷子运行无困难 则

可视为 刷涂二道无障碍

低温稳定性

将试样装入约 的塑料或玻璃容器 高约 直径约 壁厚约

内 大致装满 密封 放入 的低温箱中 后取出容器 再于 条件下放置 如此反

复三次后 打开容器 搅拌试样 观察有无硬块 凝聚及分离现象 如无则认为 不变质

干燥时间

按 中表干乙法规定进行

涂膜外观

将 试验结束后的试板放置 目视观察涂膜 若无针孔和流挂 涂膜均匀 则认为 正常

对比率

在无色透明聚酯薄膜 厚度为 上 或者在底色黑白各半的卡片纸上按 规

定均匀地涂布被测涂料 在 规定的条件下至少放置

用反射率仪 符合 中 规定 测定涂膜在黑白底面上的反射率

如用聚酯薄膜为底材制备涂膜 则将涂漆聚酯膜贴在滴有几滴 号溶剂油 或其他适合的

溶剂 的仪器所附的黑白工作板上 使之保证无气隙 然后在至少四个位置上测量每张涂漆聚酯膜的反

射率 并分别计算平均反射率 黑板上 和 白板上

如用底色为黑白各半的卡片纸制备涂膜 则直接在黑白底色涂膜上各至少四个位置测量反射

率 并分别计算平均反射率 黑纸上 和 白纸上

对比率计算

对比率

平行测定两次 如两次测定结果之差不大于 则取两次测定结果的平均值

黑白工作板和卡片纸的反射率为

黑色 不大于 白色

仲裁检验用聚酯膜法

耐碱性



按 规定进行 如三块试板中有二块未出现起泡 掉粉 明显变色等涂膜病态现象 可评

定为 无异常 如出现以上涂膜病态现象 按 进行描述

耐洗刷性

除试板的制备外 按 规定进行 同一试样制备两块试板进行平行试验 洗刷至规定的次

数时 两块试板中有一块试板未露出底材 则认为其耐洗刷性合格

检验规则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容器中状态 施工性 干燥时间 涂膜外观 对比率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所列的全部技术要求

在正常生产情况下 低温稳定性 耐碱性 耐洗刷性为半年检验一次

在 中 规定的其它情况下亦应进行型式检验

检验结果的判定

单项检验结果的判定按 中修约值比较法进行

产品检验结果的判定按 中 规定进行

标志 包装和贮存

标志

按 的规定进行 如需加水稀释 应明确稀释比例

包装

按 中二级包装要求的规定进行

贮存

产品贮存时应保证通风 干燥 防止日光直接照射 冬季时应采取适当防冻措施 产品应根据乳液类

型定出贮存期 并在包装标志上明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