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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色 醇 酸 磁 漆
代替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各色醇酸磁漆的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 包装 标志 运输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由醇酸树脂 催干剂 颜料 溶剂组成的各色醇酸磁漆 该产品适用于金属和木制品表

面的保护及装饰性涂覆的涂料

引用标准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

涂料遮盖力测定法

漆膜一般制备法

漆膜 腻子膜干燥时间测定法

测定耐湿热 耐盐雾 耐候性 人工加速 的漆膜制备法

漆膜耐候性评级方法

漆膜耐候性测定法

涂料产品的取样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漆膜弯曲试验 圆柱轴

色漆和清漆 挥发物和不挥发物的测定

涂料研磨细度的测定

涂料贮存稳定性试验方法

涂料流出时间的测定 流出杯法

色漆和清漆 标准试板

色漆和清漆 耐液体介质的测定

涂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温湿度

涂料产品的包装标志

色漆和清漆 不含金属颜料的色漆漆膜之 和 镜面光泽的测定

色漆和清漆 色漆的目视比色

橡胶工业用溶剂油

油漆工业用溶剂油

产品的分类分等

产品的分类

按用途分下列两种类型

型 适用于室内

型 适用于户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学工业部 批准 实施



产品的分等

型分为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技术要求

产品应符合表 所列各项技术指标

表

项 目

指 标

型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型

容器中状态 搅拌混合时无硬块 呈均匀状态

施工性 喷涂二道无障碍

干燥时间 不大于

表干

实干

漆膜颜色和外观 符合标准及其色差范围 平整光滑

流出时间 号杯 不小于

细度 不大于

遮盖力 不大于

白色

红色 黄色

绿色

蓝色

黑色

不挥发物 不小于

黑色 红色 蓝色

其他色

镜面光泽 不小于

耐弯曲性 加热 后 不大于

耐光性 允许失光 颜色变化不大于灰卡

级 级 级

加速泛黄性 对白色 不大于

渗色性 无渗色 白色 红色 银色略去试验

耐水性 浸于符合 三级水中

不起泡 不开裂 不剥落 允许轻微发白

浸水后保光率不小于

耐挥发油性 浸于符合 橡胶工业用溶剂油中
不起泡 不起皱 不开裂 不剥落 允许轻微失光

耐候性 经广州地区 个月自然曝晒后测定

变色不超过 级

粉化不超过 级

裂纹不超过 级

贮存稳定性 级 不小于

结皮性

沉降性

溶剂可溶物中苯酐 不小于



试验的一般条件

试验样品按 的规定进行取样

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温湿度按 的规定

试验用样板按 的规定

漆膜制备方法按 喷涂法的规定

本标准漆膜性能测试 均以干漆膜计 其厚度为 除另有规定外 漆膜在规定条件下干燥

后进行测试

试验方法

容器中状态

按 中 进行

施工性

试验板为马口铁板 约

用喷涂法进行制板 试板应使长边成水平 短边约成 角 竖放 施涂第一道漆后 干燥 再涂

第二道漆 如在操作中没有感到特别困难时 可评定为 喷涂二道无障碍

干燥时间

按 中甲法进行

漆膜颜色及外观

按 进行

流出时间

按 进行

细度

按 进行

遮盖力

按 进行

不挥发物

按 进行

光泽

按 进行

耐弯曲性

试板为马口铁板 块

样板在规定条件下干燥 再放入 烘箱中保持 后 取出样板在规定环境条件下放置

后 按 的规定进行

耐光性

见附录

加速泛黄性

见附录

渗色性

见附录

耐水性

试板为马口铁板 块 仲裁试验用钢板



按 中喷涂法制备漆膜 按 的规定打磨样板 在 的环境条件下干

燥 后 用融化石蜡包封样板的背面和周边 待石蜡冷却后作为样板 其中 块用于试验 留下 块作

为原始样板保存到试验结束

耐水性试验按 中 的规定进行 测定 块样板上半部未浸水部分的 镜面光泽 然

后浸入 的三级水中 按规定时间取出 在室内放置 用肉眼观察涂膜有无起皱 起泡 剥

落及变色 再放置 后以同样方法测其浸水部分漆膜的 镜面光泽值 根据公式 计算涂膜 镜

面光泽的保光率

镜面光泽保光率
浸水后 镜面光泽值
浸水前 镜面光泽值

变化程度大小难于评定时 应与保留的原始样板的漆膜比较

耐挥发油性

试板为马口铁板 块 仲裁试验用钢板

按 中喷涂法制备漆膜 在 的规定下干燥 后 用原漆包封样板的背面和周

边 再放置 后作为样板 其中 块用于试验 留下 块作为原始样板保存到试验结束

耐挥发油性试验按 中 的规定进行 将 块样板浸入 橡胶工业用溶剂油的

合格品中 按标准规定时间取出样板 在室内竖放 后检查漆膜 变化程度的大小难于评定时 应与保

留的原始样板的漆膜比较

耐候性

按 漆膜制备法制备漆膜 按 规定测试 按 中单项评定等级规

定评定结果 每年 月在广州曝晒

贮存稳定性

沉降性按 中 测定

结皮性测定

将约 试样倒入 带盖广口瓶中 将瓶盖立即盖好 将瓶放于暗处 然后取出瓶 打

开盖 将瓶倾斜并用玻棒触及试样的表面 检查表层的流动性 如表层仍表示液态时 则评定为 不结皮

溶剂可溶物中苯酐含量

见附录

检验规则

检验分类

型式检验

本标准中所列的全部技术指标项目为型式检验项目 在正常生产时结皮性 耐弯曲性 耐水性 耐挥

发油性一个月检验一次 不挥发物 耐光性 泛黄性半年检验一次 贮存稳定性中沉降性 溶剂可溶物中

苯酐含量 耐候性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进行检验

出厂检验

本标准中出厂检验项目为容器中状态 施工性 干燥时间 漆膜颜色和外观 流出时间 细度 遮盖

力 镜面光泽 渗色性 每批必检

产品由生产厂的质量检验部门按标准的规定进行检验 生产厂应保证所有出厂的产品都符合本标

准的技术指标 产品应有合格证 必要时另附使用说明

接收部门有权按本标准的规定 对产品质量进行检验 如发现产品质量不符合标准技术指标规定

时 供需双方按 的规定重新取样进行复验 如仍不符合本标准的规定时 产品即为不合格 接

收部门有权退货



产品按 进行取样 样品应分两份 一份密封贮存备查 另一份作检验样品

供需双方对产品包装数量及标志进行检查核对时 如发现包装有损漏 数量有出入 标志不符合规

定等现象时 即认为验收不合格 应及时通知有关部门

供需双方在产品质量上发生争议时 可由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进行仲裁试验

标志 包装 运输和贮存

标志

按 的规定进行

包装

产品应装于清洁 干燥 密封 内无机械杂质的容器中

运输

产品在运输时 应防止雨淋 日光曝晒 并应符合运输部门有关的规定

贮存

产品应存放在阴凉通风 干燥的库房内 防止日光直接照射 并应隔绝火源 远离热源 夏季温度过

高时应设法降温

产品在符合 的规定条件下 自生产之日算起有效贮存期为一年 超过贮存期 可按本标准

规定的项目进行检验 如符合技术要求 仍可使用



附 录

耐光性测定法

补充件

概要

耐光性也称颜色稳定性 是用颜色褪色程度来表示 褪色检验是用水银灯的光线照射漆膜 检查漆

膜变色的难易程度 每次照射时间为 累计照射时间最长为 本检验主要用于室内用涂料

耐光性检验机

检查漆膜的变色难易程度用耐光性仪

样板

按照 的规定方法在玻璃板 的一面上涂以试样 然后涂面向上

把样板水平放置 按该涂料标准中所规定的方法干燥 存放 制成样板 样板的数目是照射用一块 保存

一块 保存的样板放在室内注意防止变色

照射试验

将样板涂漆面朝向水银灯 固定到照射装置圆筒的固定柜上 利用动力使圆筒或水银灯旋转 然后

点亮水银灯使光线照到样板上 每 将样板取下 将照射面同保存的试样板涂漆面进行比较 在散射

光下从法线方向目测检查涂漆面有无色差和色差的大小 经 后结束试验 取下照射后的样板

评定

将取下的照射样板与保存的样板作比较 用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来进行评级

附 录

加速泛黄性 对白色 测定法

补充件

概要

测定进行加速试验后的漆膜颜色 由测得的三刺激值计算出黄色度 以此表示白色涂料的漆膜颜色

在暗而高湿度空气中的变黄倾向

测定装置

以光电比色计作为测定装置

测定方法

将试样涂于玻璃板 的一面上 然后放置干燥 用间隔为 的漆膜

制备器涂布 在恒温恒湿的试验条件下水平放置 干燥 存放而制得样板

将样板涂漆面朝上 放入装有饱和硫酸钾溶液的干燥器的上部 注 在 放置 取出样

板放置 后立即进行测定 用光电比色计直读法求出涂膜颜色的三刺激值

注 整个干燥器涂以黑色避光 干燥器的下部装有 以上的饱和硫酸钾溶液 溶液的液面应在干燥器中部以

下



计算

按式 计算泛黄程度值 将计算值的小数后第三位按照数值修约法进行修约

式中 泛黄程度

颜色的三刺激值

附 录

渗色性测定法

补充件

概要

检查在涂膜上再涂一层白色涂料时 是否会产生因渗色引起的变色

检验方法

按 的规定 将试样涂布在两块玻璃板 的一面上 水平放

置 在恒温恒湿条件下干燥存放 放置 然后用醇酸类白色涂料重涂一道后 水平放置 在恒温恒湿

条件下干燥存放 将此样板在散射日光下用肉眼检查是否产生试样涂膜成分的一部分被溶解 渗到

白色涂料的涂膜中引起的变色

评定

如果试验板的白漆膜上看不出因渗色引起的变色时 评定为 无渗色

附 录

溶剂可溶物中的苯酐含量

补充件

概要

将溶剂可溶物溶于苯中 加入氢氧化钾 酒精溶液皂化 将产生的沉淀用玻璃过滤器过滤 用酒精和

乙醚的等体积混合物洗涤后 在 干燥至恒重 由玻璃过滤器的增重值得到苯二甲酸钾的质

量 换算出苯酐的百分率

测定方法

试样的处理

在已知质量的离心试管中称量约 试样 精确至 加入甲苯约 用玻璃棒混匀 用

甲苯尽量将粘附在玻璃棒上的固体物洗入离心试管 然后将溶剂加到液体的容积为 为了防止溶

剂挥发 用合适的塞子将离心试管盖上后 放在离心机中离心分离固体物 倒出离心试管中的上层清液

然后重复上述过程 将分离得到的第一和第二次上层清液放入 锥形瓶中 在水浴上加热蒸掉溶

剂 按 方法称出试样的总固体分

定量分析

准确称取 得到的试样约 精确至 放入 锥形瓶中 加入 甲苯 装

上带有氯化钙球的回流冷凝器使之溶解 然后加入 的氢氧化钾 无水乙醇溶液 溶液



必须静置 后取上层清液 加盖后装好冷凝器 在水浴上保持 后 缓慢加热沸腾 静置

后 用 乙醚洗涤锥形瓶内壁 将沉淀注入已知质量的玻璃过滤器中 每次用 乙醚与酒精的

等体积混合液洗涤沉淀 次

将玻璃过滤器在 左右干燥 然后在 干燥至恒重 在干燥器中冷却后 称其质

量 求出沉淀的量 如果沉淀是脏的 应每次用约 的水 洗涤 次 并将此洗涤液在

干燥 称量残余物作为水不溶物

计算

溶剂可溶物中的苯酐 按式 计算

式中 溶剂可溶物中的苯酐

沉淀的质量

相当于 苯二甲酸钾的苯酐的质量

试样的质量

试样的总固体分

但是 如果沉淀是脏的 并用水选过 苯酐的修正值用式 计算

式中 溶剂可溶物中的苯酐修正值

沉淀的质量

水洗后残余物 水不溶物 的质量

试样的质量

试样的总固体分

附 录

施 工 参 考

参考件

将产品充分搅拌均匀后 在涂有底漆的金属或木材表面采用刷涂和喷涂法施工 每层喷涂厚度以

为宜 前一道干后才能涂下一道

可用 醇酸漆稀释剂调整原漆粘度

配套底漆为醇酸底漆 醇酸二道底漆 环氧酯底漆 酚醛底漆等

漆膜经 烘烤 后耐水性可显著提高

为防止使用过程中表面结皮 剩余油漆表面可覆盖少量松节油或 油漆工业用溶剂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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