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材与型材涂料的创新

钱宁
全球技术总监，宣伟卷材与型材涂料事业部



内容

• 了解卷材与型材涂料的终端应用

Understand coil and extrusion coating end-uses

• 绿色环保涂料的选择

Review sustainable coating options for green building 

projects

• 探索70%氟碳建筑涂料的色彩与美学

Explore coating innovation in color and aesthetics



我们是谁

宣伟收购威士伯

• 全球最大的涂料公司

• 全球员工超过 名

• 超过 年的全球领导者

• 个国家设有办事处

• 我们在亚洲以快速的响应能力、良好的资源整合

以及优秀的团队协作来支持建筑师

• 为建筑师提供涂料全套解决方案

• 提供高性能卷材和型材涂料

成立于 年 亿的全球销售额



卷材及型材涂料的终端应用

卷材涂料/Coil Coatings

• 金属板基材

• 先上漆后加工成型

型材涂料/Extrusion Coatings

• 铝经过熔铸挤压成型

• 先成型后喷漆



型材涂料的终端应用

商店门面建筑幕墙天窗及窗框 建筑物拱腹和封檐板



氟丽朋 氟碳建筑涂料，满足您的任何需求

优异的性能

PREMIUM 

PERFORMANCE
• 持久的保色性和保光性

• 出色的耐腐蚀性和耐候性

• 长久的建筑寿命

建筑美学

BEST AESTHETICS

• 更环保的产品，满足绿色建筑标准，

提高能源利用率，实现更高的材料

透明度

• 万多种颜色选择，包括素色，金
属色，珠光色，特殊效果等

• 采用先进的配色技术定制颜色

绿色环保

SUSTAINABILITY



卓越性能

氟碳建筑涂料完全满足或超越最高行业标准：

• 褪色

• 粉化

• 盐雾

• 污染

• 腐蚀及其他恶劣环境



液体和粉末涂料的比较

聚酯粉末涂料/POLYESTER 

POWDER
70％氟碳液体涂料/70 PERCENT PVDF LIQUID

性能 性能有局限；硬度高 出色的保色保光性、优异的耐腐蚀性和耐候性

美学
标准颜色；轻微橘皮纹理 无限的色彩选择；表面光滑

环保 涂装过程中没有 排放 生产所需能源较少；所产生的 可以收集再利用

维护

不能在工厂之外的环境涂装；

可以用液体涂料修补
可以用液体涂料修补，并提供相似性能

质保 年有限质保 年以上质保；质保内容包括漆膜完整性，粉化和色差

应用成本 应用成本较低 使用性能优异的树脂，应用成本较高



国家大剧院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上海中心



古北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我们是您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喷涂厂家需通过认证

现场技术专家支持

快速的订单交付

China

Korea

Vietnam
Thailand

Myanmar

Malaysia

Indonesia

Singapore

Sherwin-Williams Locations



绿色涂料的选择



和

严格的环保建筑认证项目，旨在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包括
资源利用，水和能源的使用以及温室气体的排放。

宣伟威士伯的环保涂料可满足要求
GREEN COATING FORMULATIONS 

MEET REQUIREMENTS 



绿色建筑

环保涂料认证的3要素 KEY CATEGORIES 

RELATED TO 
GREEN COATING CERTIFICATION

1

能源利用率

2

使用合规材料

3

原材料透明化



的创新应用

缓解城市热岛效应

使用合规材料

原材料透明化

Fluropon Pure

• 使用合规材料 Red list compliant

• 参与LEED v4和Living Building 
Challenge项目 Contributes to LEED v4 
and Living Building Challenge Declare 
Programs

• 不使用含有害物质配方：PFOA，六价铬，
铅，邻苯二甲酸盐和双酚A Formulated 
without use of hazardous materials: 
PFOA, hexavalent chromium, lead, 
phthalates and bisphenol-A

• 原材料透明化 Offers material 
transparency



氟丽朋自洁的技术原理

采用创新亲水技术

利用自然降雨带走脏污

适用于多种氟碳涂料体系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广州揭阳医院



70%氟碳涂料的

色彩与美学





色彩创新

• 色彩潮流前沿专家

− 为建筑师介绍最新的色彩趋势

• 先进的配色技术

− 能为您调配任何您梦想的颜色

− 快速周转成千的定制样板

• 为建筑师拓展色彩空间

− 提供新的美学效果和色彩系列



至臻色彩 诺新

• 氟碳建筑涂料

• 夺目的闪耀效果

• 可以搭配任何氟碳颜色

• 璀璨金 星空银两种颜色可供选择

• 三涂体系：底漆，面漆，诺新清漆



上海前滩中心



至臻色彩 变色龙

• 氟碳建筑涂料

• 特殊颜料

• 实现或惊艳或细腻的色彩变幻

• 三涂体系：底漆，面漆和变色龙漆

• 适用于辊涂与喷涂



至臻色彩 变色龙

加州住宅



至臻色彩 变色龙

探索塔，佛罗里达



氟丽朋色彩库适用于 软件

下载氟丽朋色彩库，即时选择您想要的颜色

• 氟丽朋 氟碳建筑涂料

• 多种颜色任您选择

• 适用于幕墙，金属板，门窗及其他铝型材



我们是 ％氟碳建筑涂料的全球领导者

创新
INNOVATION

美学
BEAUTY

耐候性
DURABILITY

高性能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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