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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嘉美居 

                 ---一个家  一个梦 
 

品牌起源  
四川嘉美居涂料有限公司位总部位于中国绸都--四川南充。南充是已有建城2200年

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川东北中心城市，四川省第二大城市，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嘉陵

江中游，古老嘉陵江畔一颗璀璨的明珠，闻名遐迩的丝绸之乡，久负盛名的水果之州。

公司取名源于“嘉陵江”的“嘉”，寓嘉美居公司犹如嘉陵江一样源远流长；“美居”

寓嘉美居的产品涂美千家万户，铸就了嘉美居的企业口号“健康环保，美丽万家”。 

公司生产厂区占地面积超过40亩，年产量超过十万吨。公司距南渝高速、沪成高速、

兰渝铁路、南充港、南充机场不足10公里，交通便利物流发达。是一家专业从事环保水

性涂料、防水涂料及干粉等系列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自2010

年涉足涂料领域以来，嘉美居人始终坚持“专业成就卓越，细节彰显价值”的宗旨在涂

料领域不懈奋斗。 

质量是嘉美居的生命，公司严格执行ISO9001：2000国际质量管理体系和ISO14001：

2004国际环境管理体系，并制定了远超国家、行业标准的企业内控标准，与美国罗门哈

斯、德国汉高、杜邦、巴德富等国内外知名原材料生产商结成战略合作伙伴，使公司的

产品质量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同时，嘉美居始终紧跟世界涂料工业的发展步伐，不

断提高自身参与涂料市场的能力，凭借自身雄厚的技术研发实力，按照自主研发与技术

引进的发展战略，不断向市场推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竞争力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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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1、发展目标--企业的发展目标是企业面向未来的理想，是企业发展的希望所在。 

四川嘉美居涂料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涂料产品生产、销售和服务。 

四川嘉美居涂料有限公司以“严谨造就品质，品质铸就信赖”为核心理念，公司建

立了完善的质量保证和售前、售中、售后服务体系，并且已经从2010年1月开始执行

ISO9001：2000国际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2004国际环境管理体系及中国环境标志

产品认证；优秀的生产和销售与服务团队，在提供优质产品的同时，带给您真诚的服务。 

四川嘉美居涂料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本公司坚持和谐发展的立世原则，坚持放

眼长远创百年嘉美居的立业原则，坚持诚信经营不给行业“抹黑”的立信原则，在涂料

产品领域树起一座丰碑，树立起成长性良好的中国本土涂料品牌形象。 

在事业发展道路上，嘉美居人秉承严谨求真、团结务实、自强不息的达适通精神，

以文化、人才、科技、创新为核心，为让“嘉美居”成为受社会尊重的中国本土品牌而

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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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嘉美居文化理念 
1）企业价值观--企业以员工为本，员工与企业共荣 

    嘉美居一直坚持员工是企业发展的主体，是企业赖以生存的根本。尊重员工，关心

员工，激发员工的热情和积极性，满足员工的合理需求，是企业具有生机与活力的源泉。 

2）企业精神--创新  • 诚信 • 务实  • 高效 

嘉美居企业精神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生命力的表现和特征，是企业发展的精神动

力。 

“创新”是企业保持生机和活力的源泉；“诚信”是法律和道德的要求，是相互合

作的基础；“务实”需要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当前，脚踏实地，兢兢业业，面对

机遇和挑战，共图发展大业；“高效”需要我们以高水平的服务奉献社会，努力提高社

会效益和企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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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宗旨——让客户满意  • 对社会负责  • 促企业发展 

      企业宗旨是嘉美居之所以存在的意义。发展才是硬道理。嘉美居的生命力在于发

展，只有发展才能存在于社会，才能给社会和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公司所具备的优势

和综合实力，是我们发展的基础。 

4）嘉美居经营理念——以市场为导向 • 以经营为中心 • 以效益为目标  

以开拓市场为目的的经营工作，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以经营为中心，抓

好经营生产，是公司全局性的、长期的战略任务。要强化经营管理，加大经营力度。企

业工作方方面面，各项工作都必须为经营创造条件，紧密围绕并服务于经营中心。 

5）嘉美居售后服务理念——站在客户的角度思考问题，把客户的需求点点滴滴记在心

头，让客户尽快产生效益 

   这是公司多年来提倡和强化的服务理念。客户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客户的需要，就

是我们的工作追求。强化企业服务理念，将促使我们端正服务态度，提高售后服务质量。 

6）嘉美居管理理念——以人为本 • 管理创新 • 持续改进 

   嘉美居管理理念是嘉美居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  

   以人为本，是嘉美居企业文化的本质特征之一。尊重员工，善待员工，体现人文关

怀，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原则，也是企

业管理的目的。 

7）企业人才观——广聚人才  • 人尽其用  • 造就一流员工队伍 

   人才是嘉美居发展的第一资源。要按照市场的要求和公司的发展目标，内外结合，

选拔和选聘人才，努力创造出广聚人才的良好机制和环境。要通过有效的学习培训、科

学的选人用人制度、合理的激励和制约机制，促进企业各类人员努力学习，爱岗敬业，

创造业绩，促使嘉美居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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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隔热涂料研究进展及应用 
 

反射隔热涂料研究进展及应用 

 

可以说，地球上绝大部分能量都来自于太阳，煤炭，石油，风能，水的运动能等都

是太阳能的一种形式。现在太阳仍以大约1.77 x1017 J /s 的速度将能量辐射到地球表面，

给地球生命提供了生存条件，但强烈的热辐射也给人类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据分析，喷

淋装置、空调、冷气机和电风扇等降温制冷设备每年所消耗的能量占全年总能耗的20%

以上甲故对新型节能材料的需求日益增加。 

反射隔热涂料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节能材料，通过有效地反射，阻隔、辐

射太阳光的能量，能明显降低建筑物外墙、屋顶和室内温度，降低空调等制冷设备在高

温条件下的能耗，既改善了工作环境又节约了大量的能源。 

 

1、反射隔热涂料的作用机理 

太阳光热辐射按波长不同可划分为3个部分:各部分在总能量中所占的比例是不同的，

见表1（光区、紫外光、可见光、近红外光）。 

 
太阳光热能主要集中在波长为400-2500nm的太阳光热能主要集中在波长为500nm

时太阳光热辐射最强，从表1可以看出，可见光和近红外光辐射占太阳光总能量的95%，

所以隔绝了可见光和近红外光就可以使太阳照射下的物体变得凉爽，降低空调制冷的费

用。但在设计时由于受外观的限制，不可能使整个可见光反射光谱曲线的反射比同时达

到最大，所以通过使可见光的反射比最大化来降低太阳辐照下物体的温度不是行之有效

的途径。但是在不影响外观的情况下，通过使近红外反射比最大化可明显地降低太阳辐

照下物体的温度.近红外热辐射占太阳总辐射的50%所以抑制了近红外热辐射，就可以隔

绝大部分热辐射的能量(4太阳热反射隔热涂层是一种对近红外辐射具有显著反射作用

的功能型涂层,这种涂层一般是将对近红外辐射具有反射功能作用的粒子,通过辊涂、刷

涂、喷涂或刮涂的方法涂覆到基质上，它不需要消耗能源就能将辐射到物体表面的近红

外热辐射、反射或散射到外部空间，从而 降低热辐射下被覆空间或物体的表面及内部

环境温度。太阳热反射隔热涂层作用示意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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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影响隔热性能的主要因素 

对于硬质基(如金属、墙体等)，一般是直接将太阳热反射隔热涂料涂覆在基材表面

上而起隔热作用的，较少考虑基材对隔热性能的影响，因此影响这类涂层隔热性能的主

要因素有树脂和功能填料的种类、粒径分布、用量及涂层厚度。对于软质基(如织物等)，

一般是将太阳热反射隔热涂料涂覆在织物上，然后再用这种涂层织物制成各种篷布或篷

盖覆盖在物体表面上起隔热作用，所以影响其隔热性能的主要因素除包含以上几种外，

基布的影响也是必须考虑的。 

 

2.1树脂 

反射隔热涂料处于强太阳光的直接照射下，树脂必须能耐紫外线照射，因此， 

环氧树脂、芳香族聚氨酯树脂等不宜用作基料树脂，而大部分树脂，如醇酸树脂、 

丙烯酸树脂、氨基树脂、聚酯树脂、有机硅改性醇酸树脂、有机硅改性聚酯树脂、有机

硅改性丙烯酸树脂、有机硅树脂、含氟树脂等都可以用作太阳热反射隔热涂料的基料树

脂。要求树脂的透明度高，透光率在80%以上(以利于颜填料反射)，对辐射能吸收率低(树

脂分子中尽量少含C-O-C、C=O、-OH等吸能基团)。随着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采用高

固体分、无溶剂和水性树脂已成为涂料工业的发展趋势，因此，耐候性好、符合环保要

求的无溶剂聚氨酯、硅丙乳液、水性聚氨酯、水性氟树脂等成为反射隔热涂料的首选树

脂。 

 

2.2颜填料的影响 

涂层的热辐射率取决于颜填料折光指数(n1与树脂折光指数(n2)的比值 

(n1/n2)、涂层厚度、颜填料粒径d、颜填料纯度以及颜料体积浓度(PVC)等。 

 

2.3颜填料光学性质的影响 

当颜填料的折光指数与基料的折光指数相等时，涂料是透明的；当颜填料的折光指

数大于基料的折光指数时，涂料就有了遮盖力。涂料的遮盖力F取决于颜填料和基料折

光指数之差， 见如下公式(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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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1 

物体对光的反射包括全反射和散射，涂层中颜填料对光的反射主要以散射为主、颜

填料折光指数与树脂折光指数的比值(nl/n2)为颜填料对太阳光的散射能力m.m值越大，

散射能力越强。颜填料遮盖力越强，散射能力越强。 

 

2.3颜填料粒径的影响 

颜填料粒径与反射入射光的波长有关，对应于最大反射的颜填料粒径可用公式(2)

计算 

 
公式(2)中： 

d -----颜填料粒径； 

nl-----基料树脂的折光指数；  

m----- 颜填料散射能力； 

λ-----入射光波长。 

当颜填料粒径与入射光波长比 (d/λ)为0.1-10时，表现为菲涅耳型反射对温控有利；

当d/λ<0.1时，表现为瑞利散射，对温控无效，根据上述分析颜填料粒径大，对反射太

阳热辐射有利，最小粒径不应小于0.02 μ m，但是颜填料粒径过大，涂膜表面粗糙，孔

隙多，易沾污，会导致表面反射能力下降，因此，应有一个合适的粒径搭配，使涂膜既

有良好的反射能力，又有良好的耐沾污性，使涂膜表面保持平整光滑。 

 

2.4颜填料辐射性能的影响 

通过选择合适的树脂、颜填料及设计合理的配方，可以将大部分(85%以上)太阳辐

射能反射出去，但仍有一部分会被涂层吸收，被吸收的这部分热量可以通过传导向内传

递，这部分热量会不断积累，若不通过其他方式排除掉，也会引起涂层及涂层下物体温

度不断上升，传导是通过分子振动传递热量的方式分子振动产生电磁波，因此，涂层所

吸收的热量一部分会以电磁波-红外光的方式辐射出去。金属氧化物，如Fe2O3、 MnO2、 

Co3O2,等掺杂形成的具有反尖晶石结构的物质有高红外光发射率，可作为隔热节能涂

料的填料。 

 

3、反射隔热涂料的研究进展 

3.1国外研究进展 

国外反射隔热涂料的起步较早，研究也较为深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20世纪40

年代，美国Alexander Schwartz等人在多层铝膜之间引入导热系数低的空气，制成复合

材料，开发出了新型的反射隔热组合系统，揭开了反射隔热涂料的新纪元。70年代末期，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辐射隔热和反射隔热技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N.M.Nahar等

人干早地区太阳光的冷却技术进行研究后发现，涂有反射涂层的测试室内的温度比未涂

反射层的测试室内的温度低得多。采用马来酸二丁酯-乙酸乙烯共聚物为成膜物,通过加

入一种Ceramic Sil32珠光隔热剂，制得了隔热性能优良的水性隔热涂料，具有高效的节

能性能和环保性能。 

   近20余年来，使被涂物在太阳光辐照下温度降低的各类涂料研究十分活跃。有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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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如美国盾牌(Thermo-shield)节能涂料，用于航天飞机的隔热保温该涂料中含有极细

的陶瓷泡，对太阳光有较高的反射率，且成膜后陶瓷泡紧密排列形成完整的隔热层。这

类涂料可使被涂物(如房屋)内部温度大大降低，明显减少空调费(节能约40%)，同时兼

有较好的防蚀、阻燃、防水功能，安全无毒，已广泛用于美国、日本、马来西亚和新加

坡等国的油气储罐、房屋建筑领域，取得了较好效果。 

 

3.2国内研究进展 

我国从1992年开始，使被涂物降温的各类涂料层出不穷，至今约有50余家研究及

生产单位从事相关研发。我国反射隔热涂料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由于不少高等学校及

研究单位介入这一领域， 研发工作不再单纯是企业行为。以改性丙烯酸醇酸树脂为主

要成膜物质，并与颜料、溶剂及助剂配用，制得表面隔热涂料。这种涂料具有优异的物

理化学性能及极强的亮度，对太阳热的反射率高，可明显降低房屋表面的温度。由于金

属薄片在溶剂型涂料中能够较长时间稳定存在，而在水性体系中则不能，因此大多数反

射隔热涂料为溶剂型体系，然而水性涂料是建筑涂料的发展趋势。采用鳞片状铝粉为颜

料制得了一种综合性能优良的水性反光隔热罩面涂料。经实体测定，当气温高达35 ~37

℃时，采用该涂料可使房屋内部降温1-13℃。但总的说来，我国目前高性能的水性反射

隔热涂料尚处于研究开发阶段。总之，反射隔热涂料自国外20世纪40年代研制成功并投

产，70-80 年代其理论表述已经形成。如今，随着技术的发展，高性能树脂的合成、高

反射率颜填料的出现，以及更精确、更快捷检测仪器的研制成功，将使隔热反射涂料技

术更加完善。 

 

4、发展趋势 

随着科技的发展，反射隔热涂料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太阳热反射隔热涂层在国内仍

处在研究阶段，尽管在航天、运输等领域已经有所应用，但仍然没有得到大范围的推广

使用。目前研究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成膜物质选择及改性、功能填料及其粒径的选择、涂

料配方的调整、涂层厚度的选择等方面 

(1)高耐候性、长效性。改性丙烯酸树脂、聚硅氧烷树脂、含氟树脂等耐紫外线性能优异

的树脂的不断开发，配以高光学性能的颜填料，使得高耐候性、长效性的反射隔热涂料

的开发成为可能。 

(2)高隔热性、保护和装饰性。现在，几乎所有的反射隔热涂料都是根据材料的导热系数

或根据各种物质对光、热的反射、吸收、辐射来选用合适的原材料，配制隔热涂料，实

现对建筑物的隔热保温目的。因此通过开展对光、热的反射、吸收及辐射等基本理论的

研究，充分发挥阻隔、反射和辐射之间的协同效应，研制出高隔热性、可薄层涂装、具

有优良保护和装饰性能的反射隔热涂料。 

(3)环境友好性。社会发展要求人类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越小越好，因此，水性、高固

体分、无溶剂型反射隔热涂料成为发展趋势。 

 

5、结语 

随着资源的日益紧缺，节能减排已经成为当今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相关数据显示，

建筑能耗在人类能源总消耗中所占比例达到30% 40%，建筑反射隔热涂料作为一种节能

涂料具有广阔的前景。国外反射隔热涂料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成果令人瞩目。我国研究

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十分迅速，已经在建筑、石油化工、舰船和航空航天等诸多领域得

到推广应用。反射隔热涂料的反射隔热性能主要取决于选用的基料树脂和颜填料,另外金

属表而用的反射隔热涂料还要求具有一定的防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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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 

2《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10 

3《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4《屋面工程技术规范》GB 50345 

5《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411 

6《涂装作业安全规程涂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净化》GB 6514 

7《涂装作业安全规程劳动卫生和劳动卫生管理) GB 7691 

8《漆膜耐水性测定法》GB/T 1733-1993 

9《色漆和清漆标准试板》GB/T 9271 

10《合成树脂乳液外墙涂料》GB/T 9755 

11《溶剂型外墙涂料》GB/T 9757 

12《外墙腻子) GB/T 23455 

13《建筑用反射隔热涂料》 GB/T 25261 

14《建筑涂饰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JGJ/T 29 

15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75 

16《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 

17《外墙外保温系统工程技术规程》JGJ 144 

18《抹灰砂浆技术规程) JGJ/T 220 

19《建筑热反射涂料节能检测标准》JGJ/T 287 

20《建筑涂料涂层耐冻融循环性测定法》JG/T 25-1999 

21《建筑外墙用腻子》JG/T 157 

22《弹性建筑涂料》 JG/T 172 

23《建筑内外墙用底漆》JG/T 210 

24《建筑反射隔热涂料》 JG/T 235 

25《金属屋面丙烯酸高弹防水涂料》JG/T 375 

26《聚合物乳液建筑防水涂料》JC/T 864 

27《建筑外表面用反射隔热涂料》JC/T 1040 

28《交联型氟树脂涂料》HG/T 3792 

29《建筑用水性氟涂料》 HG/T 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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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反射隔热涂料国标参数 

 
1.总则 

1.0.1由于西南地区地处夏热冬凉地区，建筑能耗夏季高于冬季，建筑节能应提高建筑外

墙的隔热性能，是建筑节能技术发展的需要。目前建筑反射隔热涂料是一类新型的节能

材料，通过实践证明建筑反射隔热涂料用于建筑围护结构外表面涂饰，具有良好的隔热

节能效果。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公司建筑节能技术水平，促进推广应用建筑反射隔热涂料

新技术，我公司编制建筑反射隔热涂料企业标准，规范建筑反射隔热涂料工程技术要求，

保证建筑反射隔热涂料行业的健康发展。 

 

1.0.2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在既有建筑墙体的节能改造中应用，应对旧墙面有完善

的处理，以确保系统与墙面可靠的结合。 

 

1.0.3建筑反射隔热涂料在房屋建筑节能工程中的应用，除应执行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建

筑反射隔热涂料》 JG/T 235、《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GJO8-205、 《公共建筑

节能设计标准》 DGJ08-107和《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DGJ08-113等现行

标准或规定。 

 
 
 

2.术语 
2.0.1建筑反射隔热涂料基本定义 

2.0.2非均质反射隔热涂料 

当前建筑外墙涂料市场上以砂壁状、水性多彩、水性复合岩片仿花岗岩、弹性质感

等具有非均一颜色及质感的涂料为主流产品。标准编制组经过广泛调研及检测分析表明，

此系列外墙反射涂料可以满足反射隔热性能的要求，但检测方法需要进行改进，因此单

独定义为非均质反射隔热涂料。 

 

2.0.3太阳光反射比定义，依据行业标准《建筑反射隔热涂料》JG/T235-2014。 

 

2.0.4污染后太阳光反射比 

反射隔热涂料的耐沾污性是其保持隔热节能效果的重要参数，因此定义采用标准污

染方式对涂层进行污染后测定的太阳光反射比。 

 

2.0.5 -2.0.7半球发射率、近红外反射比和明度依据行业标准《建筑反射隔热涂料》 JG/T 

235-2014。 

 

2.0.8等效热阻也称当量热阻，是为了直观的评价建筑反射隔热涂料的节能效果定义的材

料参数。 

 

3.材料 
3.1组成材料与系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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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建筑反射隔热涂料的产品标准有(建筑反射隔热涂料》JG/T 235、《建筑用反

射隔热涂料》GB/T 25261、《建筑外表面用反射隔热涂料》JCIT 1040.本标准的建筑反

射隔热涂料的性能部分引用了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反射隔热涂料》JG/T 235中的相关规

定。具体原因如下： 

1、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反射隔热涂料》JG/T 235基本涵盖了其他两个标准的内容，标

准能够按照明度不同，规定了建筑反射隔热涂料隔热性能的指标，同时针对不同使用部

位的涂料又作出了更具体规定; 

2、涂料的耐沾污性和耐人工气候老化性是相当重要的，在其他两个标准中也提及测定

涂料的耐沾污性和耐人工气候老化性，但是不能很好的与涂料的热工性能相关联，而在

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反射隔热涂料》JG/T 235中对其污染后的和人工气候老化后的太阳

光反射比有做相关的规定，能更直观的反应出涂料的耐久性。 

 
 

4.设计 
4.1一般规定 

4.1.1反射隔热涂料工程应用应采用配套体系才能达到最佳的隔热效果，非均质反射隔热

涂料为了提高耐沾污性通常需要罩面层。 

 

4.1.2面漆的颜色选择与其隔热节能效果直接相关，不同明度的反射隔热涂料具有不同的

节能计算参数，并纳入整体节能计算，因此选用的颜色应给予唯一性色号标识。 

 

4.1.3反射隔热涂料可与各种类型外墙保温系统组合使用。 

 

4.1.4反射隔热涂料明度值越高，隔热节能效果越好，明度值小于40时，节能效果有限，

不建议使用。 

 

4.1.5若设计采用有配套罩面漆， 隔热性能检测应在涂刷罩面漆后进行。 

 

4.1.6弹性面漆的透气性较差， 阻碍保温层的水汽向外扩散，对于保温系统的耐久性不

利。 

 

4.1.7反射隔热效果需驱一定的涂膜厚度来保障。 

 
 
 
 
 

4.2构造设计 

4.2.1反射隔热涂料单独使用的构造。 

 

4.2.2反射隔热涂料与外墙外保温系统组合使用的系统构造。 

 

4.2.3~4.2.4反射隔热涂料涂装基层防水设计。 

 

4.2.5既有建筑的外墙采用反射隔热涂料， 基层墙体应处理达标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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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热工设计 

4.3.1建筑隔热设计应综合考虑隔热保温性能、经济性、施工性等要素。当围护结构满足

冬季保温的情况下，建筑反射隔热涂料对其冬季节能成为次要影响因素，围护结构的冬

季温差传热远大于太阳辐射传热，所以节能计算时可以不考虑其影响，而直接让围护结

构的传热系数满足节能设计标准要求。 

 

4.3.2采用反射隔热涂料进行节能设计时，考虑其长期受污染的影响应直接采用涂料污染

后的太阳光反射比进行计算。 

 

4.3.3考虑到现行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中对外墙及屋面的传热系数和热阻值指标进行要

求，为便于节能计算，建筑反射隔热涂料的节能效率采用等效热阻值(由传热系数折减

系数推算)来表征。由于建筑反射隔热涂料在夏季有显著的节能贡献，而冬季有一定的

负作用，因此，建筑反射隔热涂料等效热阻值的取值应综合考虑冬夏的贡献，使之体现

实际节能效益。 

等效热阻值的计算方法主要有年耗电指数法和综合温度法，应依据当地实际气候条

件及用能方式进行计算。本标准提供的等效热阻值是依据年耗电指数法得到。 

  年耗电指数法即通过采用Dest或DOE全年动态模拟计算典型建筑能耗随外墙传热系

数K和外墙表面吸收率a变化的关系并进行拟合计算，确定能耗与传热系数、太阳辐射吸

收系数的变化关系，即可求出在能耗不变的情况下太阳辐射吸收系数变化量与传热系数

变化量之间的等价关系，即得到了传热系数折减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1) 式中: 

 E----年耗电指数，kw·h/㎡； 

K----外墙或屋面传热系数，W/（㎡·K)； 

ρ c----太阳辐射吸收系数； 

Co-基准因子； 

C₁----传热系数影响因子； 

C₂----太阳得热与传热综合影响因子； 

C₃----太阳得热影响因子。 

通过式(1)可以计算当E不变时，即可得到式(2)计算传热系数折减系数Cd。 

 
 

(2) 式中: 

Cd----外墙或屋面使用建筑反射隔热涂料的传热系数折减系数； 

K-----外墙或屋面未使用建筑反射隔热涂料的传热系数，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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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外墙或屋面使用建筑反射隔热涂料的传热系数，W/(㎡·K)； 

E----年耗电指数，kW·h/㎡； 

Co----基准因子； 

C₁----传热系数影响因子； 

C₂----太阳得热与传热综合影响因子； 

C₃----太阳得热影响因子。 

ρ c----污染后太阳辐射吸收系数； 

Ρr0----普通涂料太阳辐射吸收系数。 

不同反射比隔热涂层等效热阻值按式(5)计算 

 
(5) 式中:  

Reg----外墙或屋面使用建筑反射隔热涂料的等效热阻，㎡·k/w； 

Cd----外墙或屋面使用建筑反射隔热涂料的传热系数折减系数； 

R----外墙或屋面未使用建筑反射隔热涂料的传热阻，即1/K， ㎡·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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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美居建筑反射隔热涂料企业标准 
 

1.标准要求 
1.0.1 为在房屋建筑的节能隔热保温工程中正确地应用建筑反射隔热涂料，提高外墙隔

热性能，优化室内热环境，降低建筑制冷使用能耗确保工程质量，制定本企标。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的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外墙及屋面隔热保温工程

中反射隔热涂料使用时的设计、施工与验收。工业建筑隔热保温工程以及既有民用建筑

隔热保温改造工程在技术条件相同时也可适用。 

 

1.0.3 建筑反射隔热涂料在房屋建筑节能工程中的应用除应执行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

家和本行业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2.专业名称术语 
2.0.1建筑反射隔热涂料 solar ellective coating 

以合成树脂为基料，与功能性颜填料及助剂等配制而成的涂料，施涂于建筑物外墙

和屋面，具有较高太阳光反射比及半球发射率，包含配套底漆及面漆。(以下简称反射

隔热涂料) 

 

2.0.2非均质反射隔热涂料anisotropic solar eflective coating 

砂壁状、水性多彩、水性复合岩片仿花岗岩、弹性质感等具有非均-颜色及质感的

且具备较高太阳光反射比及半球发射率的建筑涂料。 

 

2.0.3太阳光反射比 solar reflectance 

在300nm~ 2500nm的紫外、可见和近红外波段反射与入射的太阳辐能通量的比值。 

 

2.0.4 污染后太阳光反射比solar reflectance after stained 

采用标准污染方式对涂层进行污染后测定的太阳光反射比。 

 

2.0.5 半球发射率hemispherical emittance 

热辐射体在半球方向上的辐射出射度与处于相同温度的全辐射体(黑体)的辐射出射

度的比值。 

 

2.0.6近红外反射比near infrared reflectance 

在780nm-2500nm近红外波段反射与入射的太阳辐射通量的比值。 

 

2.0.7 明度lightness 

表示物体表面颜色明亮程度的视知觉特性值，以绝对白色和绝对黑色为基准给予分

度。 

2.0.8 等效热阻equivalent thermal resistance 

建筑物的外墙和屋面采用热反射涂料时，与采用普通涂料相比，增强了围护结构的

隔热性能，该增强的隔热性能依据其节能效果折算反射隔热涂料热阻。 

 



 墙面一体化方案提供者 

 

 

3.组成材料与系统性能 
3.1.1嘉美居反射隔热涂料隔热性能应符合表 3.1.1的要求，非均质反射隔热涂料隔热性

能检测应包含底漆、面漆和罩面漆(若有)。 

 
3.1.2 嘉美居外墙反射隔热涂料面漆的性能除应符合3.1.1面漆隔热性能指标外，还应根

据面漆类别分别符合《合成树脂乳液外墙涂料》 GB/T9755《弹性建筑涂料》 JG/T 172、

《合成树脂乳液砂壁状建筑涂料》 JG/T24.《复层建筑涂料》 GB/T9779、《建筑用弹

性质感涂层材料》 JC/T2079.《水性多彩建筑涂料》 HG/T4343、《建筑用水性氟涂料》 

HG/T4104等相应产品标准规定的最高等级要求。 

 

3.1.3 屋面用反射隔热涂料的性能除应符合3.1.1面漆隔热性能指标外，金属屋面使用时

还应符合《金属屋面丙烯酸高弹防水涂料》 JG/T375规定的技术要求，其他屋面使用

时还应符合《聚合物乳液建筑防水涂料》JC/T864规定的技术要求。 

 

3.1.4腻子的性能应符合《建筑外墙用腻于)JGT157 技术指标的要求。 

 

3.1.5底漆的性能应符合《建筑内外墙用底漆》JG/T2101 型技术指树的要求。 

 

3.1.6反射隔热涂料与外墙保温系统组合使用时，其保温系统材料性能应符合国家、行业

和本市现行相关标准指标要求。 

 

3.2包装与贮运 

3.2.1嘉美居出产的面漆、 底漆以及腻子的包装均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涂料产品包装通

则》GB/T13491的规定，并注明了我公司厂名、地址、产品型号、生产日期、产品标准、

保质期以及调色色号。 

 

3.2.2我公司的面漆、 底漆贮存时均保证通风、干燥，防止日光直接照射，并根据产品

类型定出保质期，同时在包装标志上明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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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在运输过程中我司会防止暴晒， 防潮、防雨，保证包装不会破损。 

 

3.2.4 面漆、底漆、腻子均保证在其保质期内使用。 其中面漆和底漆保 

质期为12个月，腻子保质期为12个月。 

 
 

4.设计标准 

4.1一般规定 

4.1.1 嘉美居反射隔热涂料应用体系包括腻子、底漆、中涂层、面漆和罩面漆等，设计

应配套使用，不得单独使用。 

 

4.1.2 设计应综合考虑装饰效果以及隔热节能效果选用面漆，对面漆选用的颜色应给予

唯一性色号标识。 

 

4.1.3 反射隔热涂料与外墙保温系统组合，保温系统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行业和本

市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4.1.4 反射隔热涂料宜选用中高明度，明度值不宜小于40。 

 

4.1.5 设计采用有配套面漆时，面漆隔热性能测试的所有项目应按设计要求制样，所用

施涂工具、施涂工艺、配套体系要求等按照设计要求进行。 

 

4.1.6 反射隔热涂料与商混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组合使用时不宜使用弹性面漆。 

 

4.1.7 反射隔热涂料面漆涂膜湿膜厚度不应小于100u m. 

 

4.2构造设计 

4.2.1 反射隔热涂料的构造层次应包括腻子层、底漆层、反射隔热面漆层组成，在外墙

外侧单独使用时，其系统构造和材料构成见图4.21. 

 

 
图4.2.1隔热涂料构造层次 

 
 

4.2.2反射隔热涂料适合 与多种外墙外保温系统组合使用，可作为外墙外保温系统的饰

面层，其系统构造和材料构成见图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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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2外墙反射隔热涂料及外保温系统构造层次 

 

4.2.3应做好反射隔热涂料涂装基层的密封和防水构造设计，水平或倾斜的出挑部位以及

延伸至地面的部位应做好防水处理。 

 

4.24 采用反射隔热涂料的外墙，应采用防止雨水沾污端面的构造措施： 

1、檐口、窗台、线脚等构造应设置滴水线(槽）； 

2、女儿墙、阳台栏杆压顶的顶面应有指向内侧的泛水坡； 

3、坡屋面檐口应超出外墙面。 

 

4.25既有建筑的外墙采用反射隔热涂料， 基层处理应符合既有建筑节 

能改造外墙规定要求。 

 

4.2.6采用反射隔热涂料的屋面，饰面层附若于保护层时，保护层构造 

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屋面工程技术规程》GB50345的要求，且应 

符合下列规定： 

1、非上人屋面直接采用反射隔热涂料做保护尽时，应与防水层粘结 

牢固，厚度应均匀； 

 

2、采用水泥砂浆做保护层时，表面应抹平压光，并应设分格缝，分 

格缝面积宜为1㎡； 

 

3、上人屋面的保护层可采用面层涂饰反射疆热涂料的块体材料、细 

石混凝土等材料； 

 

4、采用块体材料做保护层时，宜设分格缝，其纵横间距不宜大于 

10m, 分格缝宽度宜为20mm.并应用密封材料嵌填； 

 

5、采用细石混凝土做保护时，表面应抹平压光。并应设分格缝，其 

纵横间距不应大于6m.分格缝宽度宜为10mm -20mm.并应用密封材料嵌填； 

 

6、块体材料、水泥砂浆、细石混凝土保护层与卷材，涂膜防水层之间，应设置隔离层。 

 

4.3热工设计 

4.3.1应根据隔热保温项目的技术要求、 西南地区自然条件、建筑结构特点、工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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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维修管理等因素，进行多方案的技术经济分析，确定反射隔热涂料及保温系统方

案。 

 

4.3.2建筑外墙和屋面外饰面使用反射隔热涂料进行隔热设计、节能设计时，应直接采用

涂料污染后的太阳光反射比进行计算。 

 

4.3.3建筑外墙的隔热保温设计应符合现行建设规范《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GJ08-107 和《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GJ08-205等现行相关标准的要求，参考表

4.3. 1~4.3.2采用建筑反射隔热涂料的外墙或屋面等效热阻值计算外墙或屋面平均传热

系数。 

 
 
 

表4.3.1外墙使用反射隔热涂料的等效热阻值 

 
 
 
 
 
 

表4.3.2屋面使用反射隔热涂料的等效热阻值 

 
 
 

5.施工标准 
5.1一般规定。 

5.1.1反射隔热涂料的施工应根据建筑工程情况、涂饰要求、基层条件、施工平台及涂装

机械等编制涂饰工程施工方案，施工人员必须经培训合格后方能上岗。 

 

5.1.2涂饰施工温度应在(5~35) C，空气相对湿度宜小于85%；当遇大雾、风力大于4级

以上、下雨、下雪时，应停止户外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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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涂饰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涂装作业安全规程涂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净化》

GB6514 及《涂装作业安全规程劳动卫生和劳动卫生管理》GB7691 中的有关规定。

对于有涂层材料飞散或溶剂挥发对人体产生有害影响时，操作人员应有劳动保护，并有

措施控制对环境的影响。 

 

5.1.4反射隔热涂料的施工应在基层验收合格后进行，基层的平整度、清法府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10的要求，且应符合下列要求： 

1、基层应牢固，不开裂、不掉粉、不起砂、不空鼓、无剥离、无石灰爆裂点； 

2、基层应清洁，表面无灰尘、无浮浆、无油迹、无锈斑、无霉点、无盐类和无青苔等

杂物； 

3、基层应干燥，涂饰时，基层含水率不得大于10%. 4,对旧墙面进行隔热改造时，应视

不同基层情况进行不同处理： 

1)对于涂料饰面，宜使用钢丝刷将原有饰面刷去，井铲除酥松部位后采用水泥砂浆修补

至符合保温施工要求。 

2)对于旧面砖或马赛克等饰面，应对基层进行检查，将饰面空鼓或酥松部位铲除并修补

后，采用界面剂进行处理，界面处理剂与旧饰面粘接强度不应小于0.4MPa; 

3)对于清水混凝土、素砖墙面、水刷石等饰面也应进行界面剂处理，界面处理剂与旧饰

面粘接强度不应小于0.4MPa。 

4、基层应表面平整，立面垂直、阴阳角垂直、方正，分格缝深浅一致且横平竖直，基

层允许偏差应符合表5.1.4的要求且表面应平而不光： 

 
 

表5.1.4基层的允许偏差(mm) 

 

 
 

5.1.5 反射隔热涂料与外墙外保温系统组合使用时，应在外墙外保温系统的抹面层或抗

裂层施工完毕并验收合格后进行。 

 

5.1.6 既有建筑改造采用反射隔热涂料时，建筑外墙饰面为面砖，应进行界面处理，界

面处理剂与旧饰面粘接强度不应小于0.4MPa,再进行隔热涂料的施工。 

 

5.1.7施工单位根据设计选定式样、色彩、光泽、材料种类、单位用量以及涂饰等级进行

施工。 

 

5.1.8涂饰作业平台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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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涂饰作业用的施工平台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 

的规定，脚手架应稳定、牢固、可靠。 

2. 施工面与施工平台间的距离，应充分考虑涂料的种类、式样，便于操作。 

 

5.1.9涂饰施工前应有选择地准备下列涂饰机具和工具: 

1.涂刷、排笔、盛料桶、天平、磅称等刷涂及计量工具； 

2.羊毛辊筒、 海绵辊筒、配套专用辊筒及匀料板等滚涂工具； 

3. 塑料辊筒、铁制压板滚压工具； 

4.无气喷涂设备、空气压缩机、手特喷枪、喷斗、各种规格口径的喷嘴、高压胶管等喷

涂机具； 

5.对空气压缩机、毛辊、涂刷等应按涂层材料种类、式样、涂饰部位等选择适用的型号。 

 

5.2施工工艺 

5.2.1反射隔热涂料工程施工工序见表5.2.1.涂饰宜按下列程序进行：专用腻子→专用底

涂→根据设计进行分格→面漆。涂饰工程后一遍涂层材料的施工必须在前一遍涂层材料

表面干燥后进行。 每一遍涂层材料应涂饰均匀，各层涂层材料必须结合牢固，对有特

殊要求的工程可增加面涂涂布次数。 

 

表5.2.1反射隔热涂料工程施工工序 

 
 
 

5.2.2施工单位对涂层材料的各料和存放应符合下列要求： 

1、选定的涂层材料应是已通过法定质检机构检验并出具有有效质检报告的合格产品。 

2、应根据选定的品种、工艺要求，结合实际面积及材料单耗和损耗，确定备料量。 

3、应根据设计选定的颜色，以色卡定货。超越色卡范围时，应由设计者提供颜色样板，

并取得建设方认可，不得任意更改或代替。外墙涂饰，同一墙面同一颜色应用相同批号

的涂层材料。当同一颜色批号不同时，应预先混匀，以保证同一墙面不产生色差。 

4、涂层材料运进现场后，涂料必检材料送有资质机构进行复验，合格后备用，并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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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验合格资料。 

5、工程所用涂层材料应按品种、批号、颜色分别堆放。 

 

5.2.3工程施工应在墙体基层施工质量验收合格、对外门窗框或辅框安装完毕，洞口尺寸、

位置验收合格、伸出室外墙面的消防梯、水落管、各种进户管线和空调器等的预埋件、

链接件安装完毕后进行。 

 

5.2.4大面积施工前应由施工人员按工序要求做好“样板墙”，并保留到竣工。 

 

5.2.5配料及操作地点的环境条件应符合下列作业条件要求： 

1、配料及操作地点应经常清理保持整洁，保持良好的通风条件。 

2、使用可燃性溶剂时严禁明火。 

3、施工过程中应采取措施防止对周围环境的污染；未用完的涂层材料应密封保存，不

得泄露或溢出。 

 

5.3腻子施工 

5.3.1 按配合比配制好腻子。以一道分格缝为一作业面，作业时，第一遍用胶皮刮板横

向满刮，干燥后磨砂，将浮腻子及斑迹磨平磨光，再将墙面清扫干净。第二遍用胶皮刮

板竖向满刮，所用材料及方法同第一遍腻子，干燥后用砂纸磨平并扫干净。第三遍用胶

皮刮板找补腻子，等待干燥后用细砂纸磨平。 

 

5.3.2腻子墙面经检查符合要求后， 用扫把打扫干净，准备进行面层涂料施工。 

 

5.4底涂层施工 

5.4.1底漆施工前，应检查腻子层，确认符合要求，方可进行基层封底。 

 

5.4.2基层封底漆严格按照桶包装标注的稀释比例稀释，稀释剂宜采用洁净的清水，稀释

时应充分搅匀。 

 

5.4.3施工时，用滚简或排笔蘸取底漆，刷于墙上。底漆施工一遍，不能漏刷底漆。 

 

5.4.4基层封底先小面后大面、从上到下施工。基层封底涂饰确保无漏底、流挂。 

 

5.4.5工程进行中出现局部修补时，修补处应待墙体干燥后，重上底漆，不能直接在漏刷

底漆的位置涂刷面漆。 

 

5.5面涂层施工 

5.5.1在上好底漆的干燥墙面，除去浮尘，可直接施工面漆。注意:施工前应对面漆充分

进行搅拌。 

 

5.5.2面漆施工时应根据施工方法、施工季节、温度、湿度等条件严格控制，应有专人按

说明书负责调配，稀释剂宜采用洁净的清水。稀释时应充分搅拌均匀。 

 

5.5.3采用传统的施工辊简和毛刷进行涂饰时，每次蘸料后宜在匀料板上来回滚匀或在桶

边舔料。涂饰时涂膜不应过厚或过薄，应充分盖底，不透虚影，表面均匀。采用喷涂时

应控制涂料黏度和喷枪的压力，保持涂层厚薄均匀，不露底、不流坠、色泽均匀，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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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层的厚度。 

 

5.5.4大面积涂饰时，应由多人配合操作，流水作业，顺同一方向涂饰，应处理好接茬部

位。 

 

5.5.5外墙涂饰施工应由建筑物自上而下进行材料的涂饰施工分段应以墙面分格缝、墙面

阴阳角或落水管为分界线。 

 

5.5.6同一面墙体应施工同一批号的产品,施工后应达到色泽致，无流挂、漏底，阴角处

无积料。 

 

5.5.7面徐宜施工两遍，待第一遍干透后可以施工第二遍。 

 

5.6成品保护 

5.6.1施工时的养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室外饰面在涂饰前，为避免风雨及烈日，有条件时宜做适当的遮盖保护。 

2、冬季与夏季的涂饰施工应按本规程5.1.2条进行。 

 

5.6.2雨季施工时 应采取有效的防雨措施，夏季施工有条件时宜搭设防晒布等避免阳光

暴晒。施工后应根据产品特点或双方事先约定，采取必要的成品保护措施。 

 

5.6.3对被污染的部分，应在涂层材料未干时及时清除。 

 

5.6.4施工工具使用完毕应及时清洗或浸泡在相应的溶剂中。 

 
 

6.1检验标准 
6.1.1反射隔热涂料施工质量验收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411、《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标准》GB 50300、《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

收规程》GB 50210及现行地方标准《外墙涂料工程应用技术规程》DGTJ08-504 执行。 

 

6.1.2检验批和分项工程的质量验收应包括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检查、隐蔽工程验收和检验

批验收。 

 

6.1.3应对反射隔热涂料附着的围护结构基层及其表面处理进行隐蔽工程验收，并应有详

细的文字记录和必要的图像资料，包括下列内容： 

1、基层表观情况及其表面处理； 

2、墙体脚手架眼、孔洞处理； 

3、腻子找平。 

 

6.1.4反射隔热涂料涂饰工程的竣工验收时应提供以下资料，并纳入峻工技术档案： 

1、涂饰工程的施工图、设计说明及其他文件； 

2、本材料的质量证明文件、型式检验报告、进场检验记录、进场核查记录、进场复验

报告、见证试验报告； 

3、围护结构基层验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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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隐蔽验收记录和相关图像资料； 

5、施工单位资质、反射隔热涂料施工方案等资料； 

6、监理单位过程质量控制数据或建筑节能专项质量评估报告； 

7、其它对工程质量有影响的重要技术记录等文件。 

 

6.1.5主控项目应全部合格，一般项目当采用计数检验时，至少应有90%以上的检查点合

格，且其余检查点不得有严重缺陷。 

 

6.2主控项目 

6.2.1反射隔热涂料 (包括腻子、底漆、面漆)进场时应提供有效期内的型式检验报告，

品种、性能以及面漆颜色的唯一性标识应符合设计和本规程表3.1.1~表3.1.5的指标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核查质量证明文件。 

检查数量:按进场批次，每批随机抽取3个试样进行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应按照其产品检验

批进行核查。 

 

6.2.2反射隔热涂料进场后应抽样复验，复验项目包括：明度值、太阳光反射比、污染后

太阳光反射比、近红外反射比和半球发射率。 

检查方法：见证取样送有资质的第三方实验室检测。 

检查数量：同一品种产品，当单位工程建筑面积在20000平米以下时，各抽查不少于3

次；当单位工程建筑面积在20000 平米以上时，各抽查不少于6次。 

 

6.2.3反射隔热涂料施工完成后应由建设单位委托对饰面层进行太阳光反射比和近红外

反射比现场实体检验，现场检测值不低于设计值的90%。 

检查方法：依据附录B进行现场检测。 

检查数量：同一品种产品当单位工程建筑面积在20000平米以下时，各抽查不少于3次；

当单位工程建筑面积在20000平米以上时，各抽查不少于6次。 

 

6.2.4建筑反射隔热涂料饰面的颜色、 图案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6.2.5反射隔热涂料的基层和构造做法应符合设计和施工方案的要求。检验方法和检验数

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检验方法：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6.2.6反射隔热涂料饰面应无漏涂、 沽污、透底、起皮和掉粉。检验方法和检验数量应

符合下列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6.3一般项目 

6.3.1进场的反射隔热涂料面漆、 底漆、腻子的外观和包装应完整无破损，其性能应符

合设计要求和产品标准的规定。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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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6.3.2涂饰施工产生的墙体缺陷， 如脚手架眼、孔洞等，应按照施工方案采取反射隔热

涂料进行涂饰，不得影响墙体热工性能。 

检查方法：对照施工方案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6.3.3涂饰质量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6.3的规定 

 

表6.3涂饰质量和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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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性附录) 非均质型反射隔热涂料太阳光反射比、 

近红外反射比及明度测试方法 

 
A.0.1原理 

采用带积分球的紫外、可见光、近红外光谱仪精确测量材料不同波长的反射比。根

据太阳光在热射线波长范围内的相对能量分布，通过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材料在一定波

长范围内的太阳光反射比和近红外反射比。采用平均分布多次测量，测定非均质型热反

射隔热涂料涂层太阳反射比及明度L*值(L*≤40 :低明度反射隔热涂料，40<L*<80:中明

度反射隔热涂料，L*≥80:高明度反射隔热涂料)。 

 

A0.2检测设备 

用于非均质型反射隔热涂料太阳反射比及明度测试的检测设备(便携式光谱仪)应由

光纤光谱仪、光源(卤钨灯)、光纤、积分球和标准白板组成。其中光纤光谱仪波长范围

为300nm 2500nm,在300nm-1100nm 波长范围精度不应低于0.5mm,在

1100nm-2500mm波长范围精度不应低干3.2nm；多模光纤芯径不应小于600μ  m. 数

值孔径应为0.22+0.02，光纤长度不宜超过3m:积分球内径应30mm-120mm,在

400nm-1500nm波长范围的最低反射率不得低于96%,在250nm-2500nm的最低反射率

不得低于93%,采样孔直径不应小于9mm:标准白板应为压制的硫酸钡或聚四氟乙烯板，

经计量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检定有效期内。 

 

A.0.3实验室检测的试板制备及养护 

施涂工具、施涂工艺、配套体系要求按照涂料供应商的要求进行，底材采用

JG/T235-2014规定的铝合金板，尺寸为200mm×200mm× (0.8~1.2)mm，总3块。试

板制备完成应保证涂膜表面均匀，无明显气泡、裂纹等缺陷，最终干膜厚度不低于

0.15mm.试板在GB/T9278规定的试验条件下养护168h。 

 

A0.4太阳光反射比、近红外反射比及明度的测定 

将便携式光谱仪开机预热至稳定，设置仪器参数，使用仪器配备的标准白板进行基

线校准，然后移开白板，将便携式光谱仪积分球端口紧贴试板的涂层面，避免光线泄漏。

在每块试板涂层表面平均分布的至少5个位置测量并记录太阳光反射比、近红外反射比

及L*值。对彩点分布密度小及彩点大的涂料应对涂层表面平均分布的至少10个位置测量

并记录太阳光反射比、近红外反射比及L*值。 

 

A0.5结果处理 

取3块试板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太阳光反射比及近红外反射比结

确至001，L*值精确至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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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规范性附录）反射隔热涂料现场检测要求 

 
B.0.1 

现场检测应采用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反射隔热涂料节能检测标准》JGJ/T 287中的

光谱法或辐射积分法，仲裁判定时应选用光谱法。 

 
B.0.2 

反射隔热涂料现场检测应随机选择3组测点，每组至少选择3个测点，每个测点间隔

不宜小于500mm, 若饰面层为非均质隔热涂料则参考附录A选择测点。 

B.0.3 

每个测点应同时检测太阳光反射比、近红外反射比和明度值，每组测定的算术平均

值作为本组检测值。 

 
B.0.4 

检测点应表面干燥并避免阳光直接照射，涂层表面应干燥，表面质感或拉毛凸起不

应大于2.0mm。 

 
B.0.5 

太阳光反射比、近红外反射比现场检测值应不低于设计值的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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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外墙反射隔热涂料施工及温度试验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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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外墙反射隔热涂料评结 
  

建筑工程外墙反射隔热涂料的主要性能就是能够反射太阳光热辐射，

降低因太阳照射辐射而导致的建筑外墙温度升高。建筑外墙使用普通涂料

进行饰面时，保护层的温度在夏季可达到80℃，表面的温度变化可达50℃，

因此，建筑外墙涂料对抗裂防护层的要求很高，当材料性能差或者施工质

量有问题时，会导致开裂。夏季建筑外墙保温层表面的持续高温还会加速

涂膜的老化速率，更不利于热塑性涂料的耐沾污性，对于南方高热地区尤

其如此，这都是外保温层给建筑涂料带来的新问题。 

建筑外墙反射隔热涂料除了对太阳热反射的热工作用外，由于显著降

低了墙面的温度，因而能够解决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所带来的裂、渗和涂

膜老化迅速等新问题。我公司生产的建筑反射隔热涂料就是针对建筑外墙

隔热来使用的，建筑外墙反射隔热涂料是集反射、辐射与空心微珠隔热于

一体的新型涂料，涂料能对400nm~2500nm范围的太阳红外线和紫外线进

行高反射，不让太阳的热量在物体表面进行累积升温，又能自动进行辐射

热量散热降温。建筑外墙反射隔热涂料三大功效保证了涂刷反射隔热涂料

的物体隔热降温，确保了物体内部空间能保持持久恒温的状态，建筑反射

隔热涂料当时涂刷当时就能见到效果，油罐油库建筑屋面表面降温幅度可

以达到20℃以上，嘉美居反射隔热涂料即刷就能见到效果，施工简便无污

染，室外使用寿面可以长达15年以上，耐候性高，自洁性好。 

由于外墙外保温表面涂装这类涂料后，涂膜表面温度不会大幅度升高，

而且同时也能够减少通过墙体在建筑物内的传热。从公司实验结果来看，

涂刷嘉美居建筑外墙反射隔热涂料后，涂膜表面的温度比未涂装涂料或者

涂装普通涂料时温度高可降低20℃。这就给外墙外保温表面温度高、可能

受到的温差大所带来的开裂、涂膜老化加速等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解决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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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企业的主要加工、检测设备表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产地 数量（台） 备注 

1 电子计量秤 2t-Balance 美  国 4  

2 高速分散机 FG-24，TJ-56 美  国 5 
24、56KW

两种 

3 卧式砂磨机 SW60-1A 德  国 1  

4 立式砂磨机 SK-50 中国.重庆 2  

5 污水处理设备 SBR反应器 中国.广州 1套  

6 自动包装线 APL-A型 比利时 1条  

7 电脑全自动调色仪 Banco 意大利corob 1套  

8 QUV（人工加速老化机） 
Q-PA
NEL 

美  国 1  

9 

ROTATINGPADDLE 

VISCOMETER 

斯托默粘度计 

407STROBOSCOPE 
英国 

Sheen 
2  

10 
Datacolor分光 

光度计测试仪 
Dataflash100 澳大利亚 1  

11 F.M.混合机 SO-40a  2  

12 反射率测定仪 C84-Ⅱ 上  海 2  

13 
Mirror-TRI-gloss 

光泽度测试仪 
Geometries 德国BYK 2  

14 台式PH计 CxbtrscamPH510 优  特 2  

15 气相色谱仪 GC-14B 日本岛津 1  

16 气相色谱仪 GC-14C 日本岛津 1  

17 气相色谱仪 GC-1102 上  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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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企业主要的原材料合作伙伴 
产地 供应商名称 供应的原料 

美国 国民淀粉 
乳液：纯丙烯酸乳液、苯丙烯酸乳液、醋丙烯

酸乳液 

德国 德国（原科宁汉高） 助剂：消泡剂、流平剂、分散剂等 

深圳 海川 色浆：各种颜色色浆 

美国 联合碳化 乳液：硅丙烯酸乳液 

美国 陶氏化学 活性剂 

美国 罗门哈斯 乳液、助剂 

德国 BYK 助剂 

美国 杜邦 钛白粉 

美国 利富达 乳液 

荷兰 EFKA 助剂 

湖南 岳阳石化 溶剂 

广东 广州石化 溶剂 

荷兰 埃夫卡助剂公司 助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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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荣 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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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案 例 

 

美宇·凤凰城         巴中驿域大酒店         大竹·名豪国际 

 

 
大竹·幸福里        果州丽府          大竹·学府上城 

 

 
海洋彼岸一期         海洋彼岸Ⅱ期    嘉南国际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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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兹庄园     南充市石油公管中心     天庐小区 

 

 
中豪·上层上品      耀目路风貌改造       旷继勋纪念馆 

 

 
观湖国际小区                     彩虹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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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束 语 
    
      

四川嘉美居涂料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涂料生产、销售、施工全

程式于一体的涂料企业。公司自组建成立以来，秉承“敬业、创

新、奉献”的企业精神，实行“严谨造就品质，品质铸就信赖”

的经营理念，整合优势资源，倾心打造优质的涂料企业品牌。 

我们要利用超前的理念，完善的制度，精细的管理推动企业

可持续发展，做到出技术，出标准，形成全面的涂料企业。精雕

习作，精益求精，我们脚踏实地；胸怀天下，成长壮大，我们志

在四海。立足四川，辐射全国，放眼世界。 

感谢所有的同事和员工，如果没有大家的同心同德，理解支

持和全力拼搏，嘉美居不可能有今天的业绩和牢固的基础。 

感谢所有曾经关心和支持嘉美居漆业的人，嘉美居的昨天有

你们的功劳，嘉美居的明天更加需要你们的帮助和指导。秉持诚

信，开放理念，我们愿与您携手共进，共创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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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嘉美居涂料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友豪国际家居建材城13栋122号 

厂   址：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工业园燕京大道 

公司电话：0817-3881680       手机：13698284888 

公司网站：www.jmjtl.com      南充涂料.com 

http://www.scjmj.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