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ior Finishes（优质饰面砂浆）
优质饰面砂浆是大师墙®生产的100%含量的丙烯酸聚合物系列产品。此质感饰面砂浆系列不仅富
有弹性、无毒、耐久性强、防尘无粉、无蒸汽屏障、而且周期维护费用低。除了标准颜色之外，公司
还可以按照客户要求定制颜色。饰面材料可以用于内外墙装修，用19升的塑料桶装运。

砂型种类

Fine Sand 1.0
细砂纹理

Perfect Swirl 2.0
粗砂纹理

Medium Sand 1.5
高粗砂纹理

Versatex 0.5
细砂丝滑纹理

Additional Options (特殊产品)
除了优质饰面系列产品，大师墙®还可以为这些基本产品添加不同的添加剂以增强相应的性能。
其中Elastomeric (合成橡胶) plus Additive可以修补细小的裂缝，凝固后会形成一层具有良好延展性
的透气膜，使材料具有“可呼吸性”。
Silicone Additive 中添加额外的硅树脂会形成具有保护作用的硅氧烷层，可以隔离灰尘和水，能
使建筑物更加清洁。

Elastomeric Plus Additive

Silicone Additive

Excel Mildew Additive

Excel Mildew(防霉剂) Additive中防霉剂的添加使饰面不会出现发霉的现象，同时该材料还通过
了美国实验和材料协会ASTM D-3272防霉实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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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ior Finishes 施工工艺
工作条件
在施工时需保证空气和基面温度在5°C以上并且施工后温度要保持在
5°C以上至少24个小时。在防水、密封措施做好之前，要先对墙体系统
提供临时性保护措施。储存材料要达到上述温度范围要求，防止阳光直
晒。过高的温度会降低工作时间，温度过低或者湿度过高都会延长工作时间和凝固干燥时间。
准备工作
可以施工的基面：
施工的基面必须达到大师墙®的要求，表面必须清洁、干燥、结构稳定并且表面没有风 大师墙®底涂
化、油渍、油脂、脱膜剂和养护混合物或者任何会影响粘黏强度的材料。已经涂过涂 斯达科
料的墙面不可以进行施工，必须去除之前的材料。混凝土表面养护需要至少28天。 已经涂过底层涂料的：
 砖面
Stucco墙面必须养护7-14天直至表面干净、干燥、坚硬。
 混凝土面
注：为了达到更好的颜色显示效果，我们建议使用大师墙®的同色底漆。
 砖石面
底层涂层
其他允许施工的基面
必须平整、干燥、坚硬且没有风化物。在大师墙®优质饰面施工之前，底层涂料必须养
护至少12个小时。砖头、砖石、或混凝土基层必须用底层涂层或者Stucco抹平
涂抹面积（估值）：
整。

搅拌
用转速在400-500rpm的0.5英寸（12.7毫米）重型搅拌钻和重型搅拌头充分搅拌优
质饰面砂浆。少量的加些清水，可以保证材料的稳定性能。每桶材料中加水量不
得超过24盎司（0.7升）；为了防止出现色差，在同一区域内要用同一批次的产
品，并且每桶的加水量必须相同。
施工
用不锈钢抹刀在墙面上抹上厚度大约1.6毫米的优质饰面材料，然后用抹刀均匀抹
开，厚度不能超过材料中的最大的粒径。然后立刻用塑料抹刀浮抹材料达到理想
效果。为使颜色和质地统一，建议施工时一直保持接缝处的湿润。
清洁
在优质饰面砂浆还没有干之前用肥皂水清洗工具和设备。
为达到最好的效果
 施工材料时，防止阳光直晒。如果材料干的太快，容易造成接缝和色差。
 建议用同色底漆在斯达科表面涂抹一层以防止表面吸水过快。
 暴露在外的墙面必须有坡度（最少6:12）。
 不能直接在石膏板或保温板上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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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砂纹理：17-21平方米
粗砂纹理： 10-14平方米
高粗砂纹理：11-15平方米
细砂丝滑纹理：9-14平方米

每桶重量：
19-32千克（四种类型各有所
不同）
施工温度：

5-43°C
凝固干燥时间：
初步凝固8-12小时，完全凝
固48-72小时
保存时间：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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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施工的基面：


砖头



混凝土



砖石



立体平浇混凝土



大师墙®斯达科



文章中提到的允许施工的基
面

包装（桶）：
5 加仑 (19升)
施工面积（估值）：
250-300平方英尺(23-28平方
米)
干燥时间：
1-3个小时，完全凝固干燥需
24-48个小时
施工和储存温度：
5oC-43oC，防止阳光直射
有效储藏时间：
2年

大师墙® ReCote™（瑞科特）是
一种纯丙烯酸质感墙体装饰材料，其
特殊配方设计可直接用于砖石材料、
混凝土和立体平浇混凝土板。
ReCote™的特殊设计可以用喷枪
喷出质感效果，也可以使用刷子和滚
筒进行施工。
ReCote™不仅是一种新建筑装饰
材料，而且在中国所有建筑的老墙翻
新和改造工程中广泛应用。
所有大师墙®的标准颜色（64种
标 准 色 ） 都 可 以 用 于ReCote™的 调
色，干了以后可以呈现出非常亮丽漂
亮的质感饰面效果。对于更亮的颜
色，可以涂抹一层大师墙®的primercoat primer或者两层ReCote™ .

产品特征：
质地轻薄
粘结强度高
施工方式灵活
色彩多样-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颜
色




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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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te™施工工艺
综合描述：
ReCote™施工需保证空气和基面在10°C以上且施工后温度要保持在10°C以上至
少24小时 。干 燥时 间以 正 常的 室温 条件 为基 准， 时 长与 温度 和湿 度有 关。
ReCote™不适合用于水平面施工，例如地板、楼梯或其他交通繁忙区域，也不能
用于不合格的施工地区。
准备工作：
在ReCote™施工前，大部分基面需要用合适的清洗剂清理。不能使用强酸清洗
剂，且要保证施工前所有表面完全干燥。在恶化的墙体、有漏洞的墙体、涂过
漆的墙体或者有其他问题的墙体上，施工前要用大师墙®的Primecoat Primer进行处理。施工的基面必须达到大师墙®的标
准，表面必须清洁、干燥、结构完整并且表面没有风化、油渍、油脂、脱膜剂和养护混合物或者任何会影响粘黏强度的材
料。在正式施工前测试喷涂墙面。混凝土养护需要至少28天。
搅拌：
ReCote™是预先在桶中搅拌好的，但是在运输和储存的过程中会出现极少量的沉淀分离。在施工前，用搅拌器完全搅拌几
分钟以保证材料完全混合。如果准备用喷枪施工该产品，那么在搅拌之前加入470毫升的水。如果用刷子施工，则不需要
额外加水。为了防止出现色差，在一块区域内要用同一批次的产品，并且每桶的加水量必须一样。材料暂时不用时，桶要
密封盖紧，防止不利环境破坏材料。
刷子或滚筒施工：
大部分情况下，用刷子或者滚筒施工ReCote™可以做出持久统一的饰面效果。然而，特别注意的是最初用多少材料施工，
然后省出多少材料来填补凹缝并且如何让刷线和滚线最小。和喷涂相比，在墙上刷或者滚材料，会有细微的饰面效果差异
并且降低覆盖面积。用软的鬃毛刷轻轻地再刷一遍，可以覆盖重刷和滚筒留下的印记。
喷涂施工：
用漏斗喷枪和空气压缩机或者用纹理泵和空气压缩机施工ReCote™时，要与墙面保持大约30-50厘米距离。用5毫米口径的
喷射口，在一个每平方英尺60磅的持续稳定的压力条件下，稳定细致喷涂。始终保持喷枪口垂直于墙面，在保证喷涂完全
覆盖装饰并且没有流挂、堆积等现象的情况下，稳步移动。如果墙上有凹进去的砂浆接缝或者表面有很深的凹口，喷涂设
备就要调整角度去覆盖这些地方。为了最好的效果，在移至下一个工作区前轻轻地修复一下以消除颜色和饰面效果的差
异。
工具清洁：
在ReCote™干燥之前可以用肥皂水清洗工具。在材料干燥之后，则可以用钢丝刷或者刮刀、帯尖角喷嘴或高压的压力清洗
机等进行清洗。请遵照喷涂设备生产商的手册对设备进行清洗。

警告：如果勿食，请立刻喝1-2杯水，切勿呕吐。根据勿食量，立刻寻求相应的医疗护理。如果不慎误入眼中，请立刻用温水清洗 15分
钟。更多指导请查看公司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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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保玻璃优质饰面
66%为回收利用资源
大师墙®独家制造
永不退色

1 Charcoal

2 Granite

4 Amber

5 Argento

3 Earthtone

6 Agate

Eco Glass生态玻璃高级饰面是大师墙®利用可回收玻璃独家研制生产的
顶级优质涂料，内外墙均可使用。生态玻璃质感涂料在光的照射下下闪
闪发亮，光彩夺目。

综合描述
Eco Glass施工时需保证空气和基面温度在10°C以上并且施工后温度要保持在10°C以上至少24个小
时。干燥时间以正常的室温条件为基准，时长与温度和湿度有关。
准备工作
施工的基面必须达到大师墙®的标准，表面必须清洁、干燥、结构完整并且表面没有风化、油渍、油
脂、脱膜剂和养护混合物或者任何会影响粘黏强度的材料。已经涂过涂料的墙面不可以进行施工，必

可以施工的基面：
大师墙®底涂
斯达科

已经涂过底层涂料的：

 砖面
 混凝土面
须去除之前的材料。混凝土表面养护需要至少28天。Stucco墙面必须养护7-14天直至表面干净、干  砖石面
燥、坚硬。
其他允许施工的基面
注：为了达到更好的颜色显示效果，我们建议使用大师墙®的Tinted Sanded Primecoat Primer同色底漆。
底层涂料
必须平整、干燥、坚硬且没有风化物。在优质饰面Eco Glass施工之前，大师墙®底层涂料必须养护至少12个小时。砖头、砖石、
或混凝土基层必须用底层涂层或者Stucco抹平整。
搅拌
用转速在400-500rpm的0.5英寸(约12.7毫米)重型手钻和搅拌头充分搅拌Eco Glass优质饰面。少量的加些净水，可以保证材料的
稳定性能。每桶材料中加水量不得超过12盎司（0.35升）；为了防止出现色差，在同一区域内要用同一批次的产品，并且每桶的
加水量必须相同。
施工
抹刀施工：用不锈钢抹刀在干净、干燥和养护好的底层涂料上施工。均匀涂抹Eco Glass，厚度为材料的粒径。抹刀施工时
注意防止出现抹刀纹和不规则的情况。
喷枪施工：为达到理想效果，建议用传统的灰泥喷枪在涂过底漆的底层喷两层Eco Glass饰面涂料。如果第一层是用抹刀抹
的，那么可以再薄薄地喷第二层作为表层。喷涂涂料时要使喷枪和墙面始终保持90度，并且喷枪到墙面的距离要保持不变。第
一层干燥一个小时后才能施工第二层。喷涂要均匀，必须避免一块区域材料过多的现象。
覆盖面积 (每桶估值)：
清洁
75平方英尺 (7平方米)
在Eco Glass还没有干之前用肥皂水清洗工具和设备。
每桶重量:
65 英镑 (29.5千克)
干燥时间:
8—12小时, 室温下完全晾
干需48—72个小时
保存时间:
2年

为达到最好的效果
 施工材料时，防止阳光直晒。
 暴露在外的墙面必须有坡度（最少6:12）。
 不要直接在石膏板或保温板上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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