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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是在总结我国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应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经参考有关资料、广泛征求有

关专家和单位的意见并积极吸取各方建议编制而成。规范的编制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验证试验，对主要

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并广泛征求了各方意见，与相关标准规范进行了协调。

本文件有以下特点：

——指导多彩建筑反射隔热涂料的工程施工，控制施工质量，使多彩建筑反射隔热涂料真正发挥其

装饰性及节能型的双重功能。近年来，随着国内涂装行业的发展，多彩建筑涂料，特别是水包水、水包

砂外墙涂料应用越来越广泛，但目前缺乏相关的标准对多彩建筑涂料的施工进行规范，本标准不但填补

了多彩反射隔热涂料在施工方面的应用规范空白，也填补了多彩建筑涂料的应用规范空白；

——提供了保温腻子的热工设计值，使其在进行热工设计时有据可依。本文件首次提出保温腻子的

热工设计值，使得设计方在进行国内建筑保温设计时，使其在国内市场的更好推广作出应有贡献；

——作为工程质量监督部门质量验收的依据之一，国内多彩建筑涂料尚缺验收依据，该文件的面世

将填补这一空白。该文件既可用于多彩建筑反射隔热涂料验收依据，又可作为多彩建筑涂料验收依据；

——指导多彩建筑涂料及多彩建筑反射隔热涂料生产厂家，提高其产品质量。国内涂料生产厂家众

多，各厂家产品质量参差不齐，该文件有利于规范各厂家产品质量，提升我国涂料行业的口碑及地位；

——促进建筑装饰材料及节能保温材料的重大改革，使绿色建材产业走向合理、科学的发展。

近年来，大力发展低碳绿色建材和技术成为未来国内建材发展的主要方向。建筑反射隔热涂料作为

一种新型绿色建材，将引领节能保温市场的巨大变革。该文件为节能标准化提供了有力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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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墙反射隔热彩色涂料应用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在工程中的应用的基本要求、材料、设计、施工、验收。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建筑外墙面及屋面上的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的设计、施工及工

程质量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 6514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净化

GB 7691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安全管理通则

GB 7692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漆前处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净化

GB 9779 复层建筑涂料

GB 50176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 50345 屋面工程技术规范

GB 24408 建筑用外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JG/T 157 建筑外墙用腻子

JC/T 907 混凝土界面处理剂

JGJ/T 235 建筑外墙防水工程技术规程

DBJ 13-62 福建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J 13-305 福建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建筑反射隔热涂料 solar reflective coating on building surface

以合成树脂为基料，与功能性颜填料及助剂等配制而成，施涂于建筑物外表面，具有较高太阳光反

射比、近红外反射比和半球发射率的涂料。

3.2

太阳光反射比 solar reflectance

在300 nm～2500 nm可见光和近红外波段反射的与入射的太阳辐射通量之比值。



T/CSPSTC XXX—2021

2

3.3

近红外反射比 near infrared reflectance

利用已预制完成的节段作为相邻节段一侧端模的浇筑方式。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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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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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明度以L
*
表示（颜色的三属性之一）。

3.6

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 multi-color type of solar reflective coating for architecture

以水性成膜物质（合成树脂乳液等）、水性着色胶颗粒、颜填料、水、助剂等构成的体系制成的多

彩涂料，通过喷涂等施工方法，在建筑物表面形成既有仿石等装饰效果，又兼具较高太阳光反射比、近

红外反射比和半球发射率的的涂料。按产品效果分为水包水型和水包砂型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水包

水是仿光面石材，水包砂是仿荔枝面石材。

3.7

保温腻子 wall thermal insulation putty

以陶瓷微珠、气凝胶、无机胶凝材料、可分散胶粉、外加剂等配置而成，具有隔热保温性能和腻子

功能的干拌混合物。

3.8

反射隔热涂料的当量热阻附加值 equivalent thermal resistance of solar reflective coating

依据建筑物外墙和屋面由于采用反射隔热涂料所增强的隔热性能，按其节能效果等量折算而成的热

阻。

4 基本要求

4.1 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及其配套材料的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及行业标准的规定，进场前应提供产

品合格证书和有资质检测单位出具的检测报告。

4.2 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一般包括腻子、封闭底漆、中涂、彩点漆、罩面漆，设计应配套使用，不

得单独使用。

4.3 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施工作业安全应符合 GB 6514、GB 7691和 GB 7692中的有关规定。当有

涂饰材料飞散或溶剂挥发对人体健康有害时，操作人员应有劳动保护。建筑涂饰工程施工的安全技术、

劳动保护、防火措施等应按国家及行业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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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工程应待涂层养护期满且完全干燥后方可进行质量验收。

5 材料

5.1 一般规定

5.1.1 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所用的涂料及配套材料，均应有产品名称、执行标准、使用说明书和产

品合格证。

5.1.2 配套使用的材料（界面剂和腻子等）应与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的性能相适应。

5.2 物理性能

5.2.1 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其物理性能应符合 GB 9779的要求。

5.2.2 与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配套的普通腻子或保温腻子，其物理性能应符合 JG/T 157的要求。

5.2.3 与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配套的界面剂，其物理性能应符合 JC/T 907的要求。

5.3 有害物质限量

5.3.1 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的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 GB 24408的要求。

5.4 热工性能

5.4.1 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热工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1的要求。

表 1 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热工性能指标

项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L*
≤40 40＜L*

≤80 L*
＞80

太阳光反射比 ≥ 0.25 L*
/100-0.15 按《建筑外表面

用热反射隔热

涂料》JC/T 1040

执行。

近红外反射比 ≥ 0.40 L*
/100 0.80

半球发射率 ≥ ≥0.85

污染后太阳光反射比保持率/% ≥ — 85 80

与参比黑板的隔热温差/℃ ≥ 5.0 L*
×0.15

注：污染后太阳光反射比保持率仅限于 L*
≥62.7 的产品。

5.4.2 当配套产品采用保温腻子时，保温腻子的热工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2要求。

表 2 保温腻子热工性能指标

项目 性能指标

导热系数/[W/(m·K)] ≤ 0.065

6 设计

6.1 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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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及其配套的材料应符合人员健康、安全、环保的要求。

6.1.2 涂刷面积较大的墙面，应作墙面装饰性分格设计，应作分格、造型等墙面设计。

6.1.3 外墙的防水设计应符合 JGJ/T 235的有关规定，屋面的防水设计及构造应符合 GB 50345的有关

规定。

6.1.4 节能设计时，墙体和屋面应符合 GB 50176冬季保温防结露的要求进行热工设计。

6.2 构造设计

6.2.1 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的构造层次应包括腻子层、封闭底漆层、中涂层、彩点漆层、罩面漆层，

其构造见图 1。

标引序号说明：

1——基层；

2——腻子层；

3——封闭底漆层；

4——中涂层；

5——彩点漆层；

6——罩面漆层

图 1 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的构造层次

6.2.2 外墙采用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时，应采用下列排水构造措施防止雨水沾污墙面：

——檐口、窗台底部必须设置滴水线或滴水槽；

——女儿墙及阳台压顶的顶面应有指向内侧的泛水坡；

——对于坡屋面建筑物的檐口，应超出外墙面。

6.2.3 应根据建筑物功能、外墙材质、构造、施工条件、周边建筑类型和色调等技术和社会因素，选

择建筑涂料色彩，并给予唯一性色号标识。

6.2.4 采用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的屋面，屋面坡度不宜小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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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热工设计

6.3.1 建筑外墙和屋面外饰面使用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进行隔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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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 建筑外墙和屋面的保温隔热设计应符合 DBJ 13-305 和 DBJ 13-62 的要求，按表 3 采用当量热阻

附加值计算外墙或屋面的平均传热系数。

表 3 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的当量热阻附加值

采用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的外墙或屋面 当量热阻附加值/（m
2
·K/W）

0.4<ρ'≤0.6 0.15

ρ'≤0.4 0.20

注: ρ'为修正后的屋面或外墙太阳辐射吸收系数=1-污染后的太阳光反射比。

6.3.3 配套产品采用保温腻子进行热工设计时，保温腻子的热工设计参数按表 4 取值。

表 4 保温腻子的热工设计参数

导热系数

W/(m·K)

蓄热系数

W/(m
2
·K)

修正系数

0.4<ρ'≤0.6 0.15 1.15

7 施工

7.1 一般规定

7.1.1 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施工前应做好施工方案，施工须按施工方案执行。

7.1.2 涂饰工程施工前应按工序要求做好“样板墙”，经各方确认颜色、质感效果、单位面积用量等

合格后方可大面积施工。“样板墙”应保留到工程竣工。

7.1.3 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施工前应对基层的清洁度、表面缺陷、含水率、pH 值等质量指标进行验

收，并做好基层验收记录，满足要求后方可进行施工。

7.1.4 涂饰工程在涂装过程和涂层干燥前必须防止雨淋、尘土沾污。各类涂饰材料的施工温度、湿度

应按产品说明书规定加以控制。空气相对湿度大于 85%及大雾、大风、下雨、烈日直射时应停止户外施

工。大雨过后，待墙面干燥后方可施工。

7.1.5 操作工人必须培训上岗，严格按照生产厂家提供的施工说明进行施工。

7.1.6 安全防护措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施工前应检查脚手架、架板是否搭设牢固，确认安全可靠后方可开始操作；

——禁止穿拖鞋、底面光滑的鞋及高跟鞋在脚手架上工作

——配备必要的防护眼镜、防护面罩；

——施工及照明电器必须按电工安全规范安装接线，严禁随意拉线、接线；

——向所有现场施工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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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涂料施工

7.2.1 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施工应按“基层处理、腻子、封闭底漆、中涂、彩点漆、罩面漆”的基

本顺序进行，如图 2 所示。涂层与涂层间附着应牢固。

基层清理、修补 刮腻子、磨平 刷涂或喷涂封闭底漆

刷涂或喷涂中涂漆喷涂彩点漆刷涂或喷涂罩面漆

注：根据需要，可增加施工工序。

图 2 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的施工工序

7.2.2 基层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基层有起壳、裂缝、缺棱掉角、凹凸不平、孔洞等应修补平整；

——基层出现空鼓，应将空鼓部分凿除铲除并修补平整；

——基层表面应清理干净并修补平整；

——调节并调整基层的含水率、pH 及允许偏差；

——旧墙面在应涂料施工前清除疏松的旧涂层，并涂刷界面剂。

7.2.3 腻子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腻子视基层的平整度和阴阳角垂直度刮涂 1～2 道，每道腻子厚度不应大于 2mm，腻子与基

层间及腻子层间应粘结牢固；

——两道腻子施工间隔时间不宜小于 24 h，待上一道腻子干燥后方可进行下一道施工，重点注

意脚手架接头、阴阳角和层缝处的腻子批刮；

——每一道腻子打磨后应扫除粉尘，最后一道腻子应打磨至平整；

——检查腻子层，局部进行修补处理。

7.2.4 封闭底漆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封闭底漆施工前，腻子层应满足施工条件；

——为保证遮盖一致，封闭底漆可进行稀释并应搅拌均匀；

——封闭底漆应刷涂均匀；

——采用喷涂作业时，应控制涂料的稠度，并根据凹凸立面不同要求选用喷枪口径及喷枪工作压力。

喷射距离宜控制在 40 cm～60 cm，喷枪运行中喷嘴中心线应垂直于墙面，喷枪应沿被涂墙面平行

移动，运行速度保持一致，连续作业。

7.2.5 彩点施工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使用的机械设备应按产品说明书进行；

——喷涂彩点漆时，彩点的疏密程度应根据样板确定；

——彩点施工应自上而下，自左而右有序进行，大面积施工宜设置分格缝；

——施工完成后，应及时揭去保护用的胶条并进行修边处理。

7.2.6 罩面漆施工应按产品说明书进行，施工过程中应做到不漏涂不流坠。

7.2.7 施工过程中应采取适当措施做好成品保护，避免污染。

8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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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一般规定

8.1.1 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工程验收时应检查下列文件和记录：

——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工程设计文件；

——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工程施工方案；

——材料的产品合格证书、检测报告、进场验收记录及复验报告；

——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施工记录。

8.1.2 现场验收时检验批划分方式为：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工程每一栋楼的同类涂料涂饰的墙面每

500 m
2
～1000 m

2
应划分为一个检验批，不足 500 m

2
也应划分为一个检验批。

8.1.3 现场验收时，每个检验批的检查数量为：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工程每 100 m
2
应至少检查一处，

每处不得小于 10 m
2
；

8.2 主控项目

8.2.1 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工程所用涂料及配套材料的品种、型号和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检验文

件应包括产品合格证、检测报告和进场验收记录。

8.2.2 所用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应进行进场复验，进场复验的项目包括涂层耐温变性、耐碱性、耐

水性、耐沾污性、太阳光反射比。检验进场复验报告文件。

每批的检验数量为 3kg，同一生产厂家、同一批号、同一品种、同一进场时间为一检验批次。

8.2.3 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工程的颜色、质感应符合设计要求，应采用观察方式进行检验。

8.2.4 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工程应涂饰均匀、粘结牢固，不得漏涂、透底、起皮和掉粉，应采用观

察及手摸进行检验。

8.2.5 施工完成后应按本文件附录 A 的方法，进行太阳光反射比的现场检测，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

单位工程各向外墙现场检测随机各抽取一个区域进行检测。

8.3 一般项目

8.3.1 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的涂饰质量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5 的规定。

表 5 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涂饰质量

项次 项目 指标要求

1 漏涂、透底 不允许

2 反锈、掉粉、起皮 不允许

3 泛碱、咬色 不允许

4 喷点疏密程度、厚度 疏密均匀，厚度一致

5 针孔、砂眼 允许微量、少量

6 光泽 均匀

7 开裂 不允许

8 颜色 彩点分布均匀

8.3.2 涂层与其他装修材料和设备衔接处应吻合，界面应清晰，采用观察方式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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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材料太阳光反射比现场检测方法

A.1 一般规定

A.1.1 检测点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检测点的确定应符合 8.2.5 的规定；

——检测点的涂层外观应平整、清洁，涂层表面拉毛的凸起高度不宜大于 2.0 mm；

——检测点的涂层表面应干燥；

——检测时检测点应避免受阳光直接照射。

A.1.2 现场检测环境应符合下列规定：

——现场检测环境的温度宜为 5 ℃～35 ℃；

——现场检测环境的相对湿度不宜高于 80%；

——现场检测应避免在雨、雾天气进行；

——环境风速宜小于 5 m/s。

A 2 检测方法

A.2.1 本方法适用于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太阳光反射比的现场测定。

A.2.2 本方法测试原理采用多个不用波段的探测器测量入射角为 20°的辐射反射。通过探测器配备的

滤光装置，获得与太阳光光谱特定波段一致的电子感应，经读数模块处理后得出太阳光反射比。

A.2.3 辐射积分仪设备性能应符合表 A.1的规定。

表 A.1 辐射积分仪设备性能

设备组件 性能要求 检测范围与精度

测量头（集成式积

分球）

波长范围不应小于 350 nm～2500 nm。测量波段不应

少于 4 个；应由卤钨灯、过滤器和探测器组成；测

量头内壁为高反射材料；探测器应能探测到紫外、

蓝光、红光和近红外区的电子感应；测量头采样孔

孔径应为 25 mm～26 mm；重复性因为±0.003；偏差

应为±0.002
太阳光反射比检测范围应为

0.02～0.97；检测精度应为

0.01
读数模块

应具有数据采集、处理和显示功能，数显分辨率应

为 0.001；数字显示器不稳定度应小于±[（读数的

1%+0.003）/h]

校准装置
包括黑腔体和高反射比的标准陶瓷白板，标准白板

应经计量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检定有效期内

A.2.4 现场检测设备应由读数模块、校准装置、测量头和定位片等组成。

A.2.5 辐射积分法检测程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仪器应正确连接并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仪器工作参数设定应正确；

——开机预热期间应盖罩采样孔，预热 30 min后进行仪器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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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采用反射比为零的黒腔体调零，采用高反射比标准板校准；

——应将定位片背面的采样孔对准监测点，并应使定位片与被测涂料面靠紧；

——应将测量头置于定位片的定位槽内靠紧，并应在显示值稳定后读数。

A.2.6 多彩反射隔热建筑涂料现场检测每个区域应随机确定至少 10个点检测点间距不宜小于 100
mm。取算术平均值作为该区域的最终结果，精确至 0.0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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