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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墙®有限公司简介 

美国大师墙®有限公司成立于1987年，目标是生产建筑市场中最高质

量的斯达科(Stucco)产品和外墙外保温系统（EIFS）。公司在     

民用及商用建筑上的辉煌成绩，使我们很快成为美国最重要       

的斯达科产品生产及供应商。公司通过不断产品创新，           

其产品已稳步进入欧美、南美洲、韩国、日本、中国大             

陆和台湾市场。 

市场对大师墙®产品的接受和认可度在过去的20多年中逐           

年增强。公司的斯达科产品使建筑师的个性化设计空间得到        

了极大的发挥！施工人员也非常喜欢操作我公司的产品。因此，    

生产能力也随着市场需求的持续增加而不断扩大。 

公司成立之初，只是一个拥有面积5000平方英尺厂房的小厂，但随着制造工艺不断改进、设备不断更

新、以及需求的持续增加，公司在佐治亚州Lithonia（亚特兰大周边）的工厂已经扩展到5万平方英                                  

尺。同时，公司在犹他州Payson和德克萨斯州Sealy的工厂也依次投入

使用。更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和不断增加的生产能力使得产能有了更大

的提高。 

产品质量的关键在于我们的经验和用心。我公司的首席执行官Steve. 

G. Smithwick先生在研制和生产混合物方面有着50多年的丰富经验。

同时，他在美国也是研制和生产EIFS（外墙外保温系统）和Stucco

（斯达科）产品的标志性人物。当他任职于另一家EIFS公司的经理

时，使该公司成为EIFS产品在美国国内的最大运营商，并且他帮助公

司成立了第一家海外工厂。大师墙®有限公司以诚信为基础，强调公平

的市场竞争，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致力于向我们的客户提供最快速可靠地产品服务。 



Stucco可音译为“斯达科“或”生态壳“，中文翻译为”粉饰灰泥，拉毛粉饰”,是一种很有质感的建筑涂料。Stucco是

由多种物质成分、优质石英砂、特种水泥和天然配置色料用强胶质的高质量丙烯酸混合配置而成，并富有弹性的彩色饰面

砂浆。是一种多功能、环保型的内外墙体装饰材料。 

Stucco斯达科的分类： 

根据Stucco成分中石英砂颗粒的大小分为四类：高粗、中粗、细和精细。 

Stucco斯达科的色彩： 

不论是高粗、中粗，还是细和精细，大师墙®都有64种标准颜色和600多种基本色，并且可以根据客户需求提供配色服务。 

Stucco斯达科的特性： 

斯达科材料因自身重量轻对建筑物的地基没有特殊要求，从而大大节约建筑成本。产品的色彩纯正且丰富多彩，饰面纹理

多样，这些特点和高性价比都是其他墙面装饰材料所无法比拟的。斯达科产品特别适用于高档商务楼、高层建筑、仿古建

筑、休闲会所、木质墙体房屋以及建在海滨或山林中的联排和独立别墅，更适用于中国城市的老城和迎街楼面出新改造及

桥梁、涵洞、隧道的建设与改造。 

Stucco斯达科饰面纹理效果： 

选用不同的砂型、用不同的工具和不同的施工方法可以产生不同的饰面纹理质感效果，例如平面效果，西部效果，撞击效

果，面砖效果，弹性立感的飞虫纹理效果，仿古效果等。除了现有的上百种产品，我公司每年都会推出新的斯达科产品，

而且还会根据客户需求，生产调配出符合当地客户需求的新产品。 

Stucco斯达科的包装：所有产品均在美国本土生产，成品用5加仑（19升）塑料桶密封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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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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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el Mildew  

Add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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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面材料可以用于内外墙

装修，用19升的塑料桶装运。 

Fine Sand 1.0 Versatex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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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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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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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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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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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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烁发光的 Lumia高端质感涂料利用闪亮的大块

云母片来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花岗岩云母效果。作

为最外层面涂的质感 Lumia Finishes不仅适用于

各类外部墙体系统还可用于内墙装修。闪烁的云

母片让色彩斑斓的 Lumia Finishes看起来更加高

贵脱俗。 

技术参数 

覆盖面积 (每桶估值)： 

85-100平方英尺 (8-9.3 平方米) 

每桶净重:  

65 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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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温度：10o - 43oC 

库存时间: 2年 

花岗岩质感效果面涂  
附有闪亮云母片的整体着色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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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砖石面 

其他经大师墙®审批过的基面 

   为达到最专业的效果： 

 施工材料时，防止阳光直晒  

 不要直接在石膏板或保温板上施工 

 暴露在外的墙面必须有坡度（最少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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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ok of fine granite 

Superior Stone Finishes能复制出高质量花岗岩的效果，其质感、光泽、以及纹理和平

滑度都使建筑物更显富贵高雅。该斯达科质感涂料使用100%丙烯酸材料，具有很强的

耐候性、持久性，并且防尘、防霉、防裂等，是内外墙均可使用的一款高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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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砖石面 

其他经大师墙®审批过的基面  

技术参数 

覆盖面积 (每桶估值)： 

90-110 平方英尺 (8.5-10平方米) 

每桶净重:  

65 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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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温度：10
o 

- 43
o
C 

库存时间: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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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d Granite Look Finishes 

Aggre-stone Finishes是一种材质相对较粗、色彩多样、立体感很强的仿切割花岗

岩的质感斯达科涂料。其色彩上能模仿天然切割花岗岩外观，而效果却胜于天然花岗

岩。该产品不仅适用于各类外墙系统，而且广泛应用于内墙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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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征： 

 100%丙烯酸材料 

 耐候性、耐久性强 

 粘结度强，可附着于大部分涂层 

 

 防尘、防霉、防裂 

 可定制颜色 

 满足VOC标准 



产品特征： 

 生态环保 

 整体着色 

 永不退色 

 材料满足VOC标准 

 大师墙®独家制造 

大师墙®独家研制生产的生态玻璃质感面涂是通过先进技术，利用可

回收玻璃而制成，其中66%为可回收材料，保证永不退色。Eco 

Glass可用于内、外墙体。特别受欢迎的有家庭装修中的电视背景

墙，宾馆、酒店里的内景装饰等。 

   为达到最专业的效果： 

施工材料时，防止阳光直晒  

不要直接在石膏板或保温板上施工 

暴露在外的墙面必须有坡度（最少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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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 

内部装修 

外部装饰 （用在 Master 

Wall底涂或底漆上） 

Marbleflex 
Brilliant Fine Finish 

包装（桶）：  

19升（重27.2千克） 

施工面积（两层估值）： 

175-200sf (16-18.6平方米) 

有效储藏时间： 

2年 

Marbleflex（玛宝）可以创造出一种错综复杂的抹

灰墙面涂层效果。施工简单的纹理可以通过微妙的

反光效果突出墙体表面，可用于建筑物外墙以及建

筑物内部公共区域的墙面与天花，特别适用于家庭

和高档商区项目装修。 

产品特征： 

 开桶即用 

 质地轻薄  

 节约成本  

 材料满足VOC标准 

 色彩丰富：除了12种基本颜色，还可根据顾客需求调

色。 

 与 Vintique, Clearshield 或者Metallic Cote结合使用可以

创造出不同的独特效果  

设计特殊效果，常与以下产

品结合适用： 

Vintique Top Coat 

Metallic Cote Accent 

Clearshield Top C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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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annah 
Ultra Fine Finish 

Savannah（赛凡娜）是一种质地特别轻薄、极其平滑

的丙烯酸聚合物涂层材料。超强的抗沾污性和持久性使

其不仅能用于外墙装修，也可用于内墙装饰。

Savannah还有超强的透气性和防霉性能，所以还常用

作表面保护层。根据技术工人的手法，赛凡娜能创造出

多种不同的效果。颜色的多样性和耐久性是赛凡娜另一

备受欢迎的原因。  

主要特征： 

 开桶即用 

 质地轻薄 

 抗沾污性强 

 超强透气性 

 防霉、防尘、持久 

 色彩丰富，可根据客户需求提供配色服务 

 与Vintique, Clearshield, Roller-flex或者Metallic Cote结

合使用可以创造绝佳的配色效果 

适用的墙体系统 

大师墙®
 外墙外保温系统 

斯达科水泥板涂层 

Cemplaster Fiberstucco 

ICF Coatings 

Soffit System 

Uninsulated Finishes 

®    

包装（桶）：  

19升（重27.2千克） 

施工面积（两层估值）： 

250-300sf (23-28平方米) 

有效储藏时间： 

2年 

设计特殊效果，常与以下产

品结合适用： 

Vintique Top Coat 

Metallic Cote Accent 

Clearshield Top Coat 

Roller-flex Coating 

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

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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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施工的基层 

大师墙®的优质饰面产品 

经大师墙®审核过的丙烯酸质感和

平滑饰面产品 

Vintique 
Antiquing Accent 

包    装: 19升桶装 

每桶重量:  43磅 (16千克)  

施工面积（预估值）： 

1000—1200 平方英尺 (90-110 平

方米) 每桶 

有效储存时间：2年  

Vintique（仿古饰面涂层）是一种用于做出仿古效果的材

料，可以让建筑物拥有历史悠久的沧桑感。用不同的手法

施工可以做出多种感觉的色彩效果，将材料使用在大师墙

®的优质饰面产品上可以增加优质饰面产品的耐久性。 

 开桶即用 

 色彩丰富 

 标准颜色：白色、棕色、黑色 

 透气性好 

 材料满足VOC标准 

 适用于大师墙®各类饰面上 



联系方式 

Skype：master.wall1 

微信：masterwall 

免费电话：800-755-0825 

 

微博：www.weibo.com/masterwall 

网址：www.masterwall.com 

联系地址：美国佐治亚州米德兰市平石路6975号 

http://www.icc-es.org/Evaluation_Reports/index.shtml
https://www.floridabuilding.org/pr/pr_default.aspx
http://www.miamidade.gov/building/pc-search_app.asp
http://www.tdi.state.tx.us/wind/prod/ec/ec-49.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