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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内墙涂料 

优异的耐久性和多功能性

坚固，耐用，耐擦洗 

高抗粘结性

使用方便，干燥后平滑如丝般的感觉

非常适合用于商业和住宅项目，如学

校，宾馆，医院和独户或多租户的住房 

非常轻的气味，超低VOC含量 

为什么斯巴达是正确的选择?

斯巴达涂料相比竞争对手相同光泽度的产品，具有更好

的抗粘接性。优秀的抗粘接性有助于防止门和框粘接在

一起或窗和窗框粘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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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

斯巴达涂料相比竞争对手相同光泽度的产品，具有更好斯巴达涂料相比竞争对手相同光泽度的产品，具有更好斯巴达涂料相比竞争对手相同光泽度的产品，具有更好

斯巴达高级内墙涂料

其他高级涂料

SPARTAWALL
TM

美国邓恩涂料

出众的伸缩性，极强的附着力
出色的抗碱性，抗裂，抗脱落
防龟裂
防尘，防霉，防褪色，抗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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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涂料比竞争对手具有更强的遮盖性和耐擦洗性。

它由高品质的树脂和颜料配制而成，且可以经受得起

反复的洗刷。结果显示，斯巴达涂料具有极强的附着

力，使用后的墙面可以达到历久常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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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涂料和其它竞争对手的区别

耐擦洗 - 斯巴达涂料经过反复擦洗耐久性优于其他品

         牌。这意味着，涂料会着附在墙面更久。 

斯巴达涂料和其它竞争对手的区别斯巴达涂料和其它竞争对手的区别斯巴达涂料和其它竞争对手的区别

斯巴达高级内墙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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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邓恩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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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粘接性-斯巴达涂料相比竞争对手相同光泽度的产品，具有更好的抗粘接性。优
         秀的抗粘接性有助于防止门和框粘接在一起或窗和窗框粘接在一起。



乙二醇（EG）是一种乳胶漆常用溶剂，

按照多项美国联邦和州法规，被列为有

害和有毒空气污染物。乙二醇是一种无

色，无味的液体，接触可能对人的皮肤

眼睛，鼻子，喉咙和肺部产生刺激作用

并出现过敏反应。过度接触可能造成肝

脏和肾脏的永久性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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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D：

（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是一个评价绿色建筑的工具。宗旨是在

设计中有效地减少环境和住户的负面影

响。目的是规范一个完整、准确的绿色

建筑概念，防止建筑的滥绿色化。LEED

由美国绿色建筑协会建立并于2003年开

始推行，在美国部分州和一些国家已被

列为法定强制标准。LEED认证是一个权

威的第三方评估和认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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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的简称

由美国国会即联邦政府授权，专门从事食品

与药品管理的最高执法机关；通过FDA认证

的食品、药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等产品，

被全球公认为是对人体有效且能够确保安全

的产品，是产品品质与效果的全球最高标准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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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Pruf是一种提供产品防霉，抑制

微生物生长（如各种霉类和菌类）的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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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Seal
Standard

GS-11

Green Seal 认证 GS-11（第一版）

是关于产品对人类健康和自然环境影响

最小的标准，通过GS-11的产品都符合 

LEED 2009 IEQ Credit4.2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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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I：Master Painters Institute

是一个致力于制定建筑用涂料工业

质量标准和保证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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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GI--Coatings Research Group Inc

是一个国际性的油漆和涂料制造商组织，

致力于共同研究和发展涂料带来的好处。

组织成立于1956年，CRGI已经成为其成

员的技术和业务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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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和自然环境的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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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简写

一直被看作是涂料造成环

境污染的重要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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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分辨高品质涂料

>伸缩性

>抗裂，抗脱落

>防褪色

>良好的遮盖性能

>强附着力

>出色的抗碱性

>抗污

>耐刷洗

>防尘

>防霉

>防龟裂

怎么分辨高品质涂料

>伸缩性

>抗裂，抗脱落

>防褪色

>良好的遮盖性能

>强附着力

>出色的抗碱性

>抗污

>耐刷洗

>防尘

>防霉

>防龟裂

怎么分辨高品质涂料

>伸缩性

>抗裂，抗脱落

>防褪色

>良好的遮盖性能

>强附着力

>出色的抗碱性

>抗污

>耐刷洗

>防尘

>防霉

>防龟裂

怎么分辨高品质涂料

>伸缩性

>抗裂，抗脱落

>防褪色

>良好的遮盖性能

>强附着力

>出色的抗碱性

>抗污

>耐刷洗

>防尘

>防霉

>防龟裂

邓恩执行认证标准
美国邓恩涂料



A green legacy,  
a greener future
Dunn-Edwards® has a green legacy that makes us proud and inspires  
us to do more.

We are firmly dedicated to the green principle of eco-efficiency, which  
we define as the ability to satisfy human needs in ways that minimize 
adverse impacts on energy and material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human health and safety. SPARTAWALL™ is yet another example of  
this commitment.

绿色传承
给你我一个绿色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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