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环保型建筑内墙涂料的发展趋势

       我国建筑内墙涂料的品种虽然很多，但其中一些

建筑内墙涂料在生产、施工和应用过程中会散发出有

害物质，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研究开发

健康型、环保型、安全型的绿色建筑内墙涂料，对振

兴民族涂料工业，实现建筑内墙涂料的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室内环境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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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VOC的危害

       国际著名科学家莫勒夫指出，

长期处于含有VOC气体的环境中，

在感官方面会影响人体的视觉、听

觉；在感情方面会造成神经质、偏

激性、忧郁症和冷淡症；在认识功

能方面造成长期和短期记忆混淆、

迷乱；在运动功能方面造成握力变

弱、不协调和振颤。因此，为美化、

净化居住环境，增进人类健康，必

须大力发展低VOC、低毒性、低污

染的健康环保型建筑内墙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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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游离甲醛的危害

       游离甲醛的主要危害表现为对皮

肤粘膜的刺激作用,甲醛在室内达到一

定浓度时，人就有不适感。大于

0.08m³的甲醛浓度可引起眼红、眼痒、

咽喉不适或疼痛、声音嘶哑、喷嚏、

胸闷、气喘、皮炎等。使用含有甲醛

材料的新装修房间如果甲醛含量较高，

是众多疾病的主要诱因。严重表现为

急性毒性、亚急性和慢性毒性、致突

变性、致癌性等。

健康环保型建筑内墙涂料的发展趋势



1.3 重金属的危害

          在环境污染方面所说的重金属

主要是指汞（水银）、镉、铅、铬

以及类金属砷等生物毒性显著的重

元素。重金属不能被生物降解，相

反却能在食物链的生物放大作用下，

成千百倍地富集，最后进入人体。

重金属在人体内能和蛋白质及酶等

发生强烈的相互作用，使它们失去

活性，也可能在人体的某些器官中

累积，造成慢性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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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重金属的危害

重金属对人体的伤害常见的有：   

铅：伤害人的脑细胞，致癌致突变等。   

汞：食入后直接沉入肝脏，对大脑 神

精 视力破坏及大。天然水每升水中含0。

01毫克，就会强烈中毒。   

铬：会造成四肢麻木，精神异常。  

砷：会使皮肤色素沉着，导致异常角质

化。   

镉：导致高血压，引起心脑血管疾病；

破坏骨钙，引起肾功能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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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健康家装的保障

新装修的家怎么样才能放心健康的生活

居住环境呢，是我们所有人最关心的问

题，那么就要在装修时从装修材料根本

入手，有的劣质板材的甲醛等甚至可以

挥发10多年之久，所以装修过程中的材

料一定要都买环保等级高的，特别是装

修过程中用到的胶水、壁纸及胶水、人

造板材、复合地板、乳胶漆、木器漆等

等，尽量选择环保等级达到E1级、甚至

是环保等级E0级的板材，涂料一定要选

择无VOC和甲醛等，这样一般通风1-2

个月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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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健康家装的保障

       其实装修污染重在防御，治理起来

是比较难以根治的。所以在采购装修材

料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环保等级，虽然

一种材料略微超标无所谓，但是各种材

料综合到一个房子里面就会严重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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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佰鑫涂料在环保内墙乳胶漆
领域的科研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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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产品介绍：佰鑫净味无添加内墙亚光乳胶漆，环保净味全效，具有绝佳亚光泽漆膜，采用独家

科技配方，产品100%不含环境激素APEO，不含VOC、甲醛和重金属，不添加溶剂和助溶剂，防

霉抗菌双重保护，确保美丽内墙色泽数年持久。本品在中国涂料行业里，兼具卓越环保表现与产品使

用性能的国内顶级标准。

佰鑫净味无添加内墙亚光乳胶漆-全效7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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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品类型：内墙面漆

4.适用范围：墙面、天花、阳台，全新无污染环保绿色涂料，专业为现代大中城市的政府企业办公大

楼、医院、学校教学楼和宿舍楼、家庭起居室等量身打造

5.产品规格：5L、15L、18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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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产品特点： 2、未检出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 VOC

1、净味环保，无
添加甲醛、苯及重
金属 3、高耐擦洗，优

异流平性

4、防水透气，漆
膜具有呼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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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产品特点： 6、平滑的亚光漆
膜效果，手感细腻

5、优秀抗碱性，
防霉抗菌双重防护  

7、白度优良，遮
盖力佳，涂刷面积
大

8、可免费调色，
色彩持久明亮

9、施工简单、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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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光泽：亚光

8.施工方法：滚涂、刷涂 

备注：刷涂时应先使用肥皂水或中性洗涤剂对新羊毛刷进行充分清洗后再使用，或直接使用高级弹性丝刷进

行刷涂

9.理论耗漆量：

9.1、10～12㎡ / L（升）/ 单遍（干膜 30 微米计） 

9.2、因实际施工表面的粗糙程度和稀释比例不同，耗漆量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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佰鑫净味无添加内墙亚光乳胶漆-全效7合一
涂料用量计算方法：

       内墙涂料涂刷面积=房屋占地面积*3.3（包含墙面和天花板）

       备注:1.涂料用量为大概预算，实际用量与施工方法、户型结构、底材处理、涂料种类等 多种因素有关

而会有偏差。   2.预算仅用于单色施工，若有人色，请测算每种颜色实际施工面后定制。

类 别 房屋地面面积
（m2）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涂料涂刷面积
（m2） 35 65 100 130 165 200 230 265 300 330 365 400

面漆（2遍） 用量（L） 8 15 22 29 37 45 52 60 67 74 82 90

面漆（2遍）
用量(kg） 10 18 28 36 46 56 65 74 84 92 102 112

底漆（1遍） 用量（L） 4 8 11 15 19 23 26 30 34 37 41 45

底漆（1遍）
用量(kg） 5 9 14 18 46 28 33 37 42 46 51 56



10.稀释：

10.1、使用前应搅拌均匀 

10.2、为达到最佳涂刷效果，滚涂、刷涂时可根据实际情况使用不多于 20% （体积比）的清水稀释

11.清洗：涂装中途停顿及涂装完毕后，请及时使用清水清洗所有器具

12.储存：密闭存放在室内 5℃～35℃阴凉、干燥通风处

13.重涂时间（以干膜 30微米，25～30℃计）

13.1、表干：60 分钟    

13.2、硬干：120分钟

重涂间隔时间：大于 120分钟

14.施工条件

14.1、不要在潮湿或寒冷的天气（气温低于 5°C 或高于 35°C，相对湿度大于 85%）情况下施工，

否则不能达到预期的涂 装效果

14.2、请在通风良好的场所使用，如确需在密闭环境作业，必须安装通风装置及使用适当的防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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佰鑫净味无添加内墙亚光乳胶漆-全效7合一

15.底材处理:

 表面处理
新建墙面：清除表面灰尘、油腻和松散泥
灰， 如果有孔隙及时修补，确保墙面清洁
干燥和平 整。

  重涂墙面：铲除旧墙面不牢固的漆膜，清除表面灰
尘 粉化物和杂质，批平打磨，清洗并彻底干燥。

表面状态
确保预涂基材表面湿度小于 10%，pH 
值小于10。

预涂基材表面必须牢固、干燥、清洁、平整和无松脱 
物质。

 

※涂饰前，应对基层进行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涂饰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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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涂装体系及涂装遍数:

涂装体系 底材处理 底漆 面漆

施工方法 批底材处理产品 净味水性抗碱封闭底漆 一遍  净味无添加内墙乳胶漆 二遍

 

※涂饰前，应对基层进行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涂饰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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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佰鑫净味无添加内墙亚光乳胶漆凭借着无甲醛、无VOC、

无重金属，自身透气性好保色性佳干燥迅速等优点赢得了良好的

口碑,受到了众多大型项目（学校教学楼和宿舍楼、医院等）内

墙涂装、装修业主的喜爱品牌。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佰鑫涂料一

直潜心研究,现推出了这款无添加溶剂的内墙乳胶漆，在涂刷后

的空气健康安全，一款真正的绿色环保无污染的内墙乳胶漆。

产品先进性：
02

03

(1)乳胶漆以水为分散介质,不含有机溶剂,因此在生产和施工时,没有有

机溶剂挥发而产生对环境污染和对人体有危害的问题,在运输和贮存时

也不存在爆发和火灾的危险问题。它属于水性涂料的范畴,是一种即省

资源又安全和对环境友好的涂料。

(2乳胶漆可以涂刷 、 辊涂、喷涂，也可以用水稀释。涂刷工具可很方

便的用水立即清洗。短时间不用时,涂刷工具也可以浸在水中或用塑料

袋密封包扎起来。

(3)乳胶漆施涂后随着水分的蒸发干燥成膜。再合适的气候条件下,乳胶

漆干燥比较快,一般4h左右可重涂,一天可以施涂二至三道。

(4)乳胶漆是通过水分蒸发乳胶粒子变形融合成膜,因此具有很好的透气

性。

(5)乳胶漆是单组份水性涂料,施工时可用水稀释,但其干燥后成膜后,涂

膜不溶于水,具有很好的耐水性。

(6)不管任何涂料,只要性能能满足要求,人们才能用它。乳胶漆也一样,

在其涉足并使用的领域,不管其装饰功能,还是保护功能,都能担当此任。

佰鑫净味无添加内墙优势：

佰鑫净味无添加内墙亚光全效乳胶漆，不仅能达到并超过现代健康

家居的所有环保无污染要求，在色彩、装饰性需求及产品性能各方

面都同时满足人们要求。佰鑫乳胶漆，为我们打造健康家居，美好

生活的开始！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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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产品使用推荐:



        以下为中国最具权威检测机构、经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中国认可，国

际互认检测TESTING CNAS L0896批准——国家涂料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对本公司产品

的检测结果，检验依据为GB18582-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水性墙面涂料）、GB/T 9756-2009合成树脂乳液内墙涂料（内墙面漆、优等品），

检测结论为本品符合以上检验依据，达到优等品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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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品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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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品质保障:

    达到并超过
多项技术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结果 本项结论 备注

1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g/L） ≤120 未检出（注1） 合格  

2 游离甲醛，mg/kg ≤100 未检出（注2） 合格  

3
重金

属

可溶性铅（PB），mg/kg ≤90 未检出（注3） 合格  

可溶性镉（Cd），mg/kg ≤75 未检出（注4） 合格  

可溶性铬（cr），mg/kg ≤60 未检出（注5） 合格  

可溶性汞（Hg），mg/kg ≤60 未检出（注6） 合格  

4 苯、甲苯、乙苯、二甲苯总和，mg/kg ≤300 未检出（注7） 合格  

5 容器中状态 无硬块，搅拌后呈均匀状态 无硬块，搅拌后呈均匀状态 合格  

6 施工性 刷涂二道无障碍 刷涂二道无障碍 合格  

7 低温稳定性 不变质 未变质 合格  

8 干燥时间（表干），h ≤2 2已干 合格  

9 涂膜外观 正常 正常 合格  

10 对比率（白色和浅色） ≥0.95 0.97 合格  

11 耐碱性（24h） 无异常 无异常 合格  

12 耐洗刷性，次 ≥5000 ＞5000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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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品质保障:

注1：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的检出限为2g/L；

注2：游离甲醛的检出限为5mg/kg；

注3：可溶性铅（PB）的检出限为0.5mg/kg；

注4：可溶性镉（Cd）的检出限为0.1mg/kg；

注5：可溶性铬（cr）的检出限为0.3mg/kg；

注6：可溶性汞（Hg）的检出限为0.01mg/kg；

注7：四种苯系物总和的检出限为50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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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工程项目:学校-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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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工程项目:学校 教学楼、学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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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工程项目:医院住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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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工程项目: 医院就诊楼



佰鑫净味无添加内墙亚光乳胶漆-全效7合一

20.工程项目:
    医院住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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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工程项目:
      医学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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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工程项目:
     医学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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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工程项目:
      高档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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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工程项目:
     高档住宅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