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厨房橱柜
 工业木器涂料产品概览



        橱柜被认为是每个家庭厨房中必不可少的家具，不仅可以满足您日常需求本身的实用功能，还可以被视为空间
的醒目装饰。现代、轻盈、天然木饰的橱柜表现得简约而不简单，时尚而又典雅，构成了清新、干净、整洁的元素
，让空间看起来更加宽敞明亮，广受欢迎。天然木材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美感永不过时，即使是最现代化的室内
设计也需要天然木材才能提供的温暖与有机统一。

Teknos 专为橱柜配制的油漆和涂料帮您打造出理想的、经久耐用的橱柜，并延长使用寿命:

•  我们的水性涂料，UV 固化涂料与水性UV涂料系列产品不含有害溶剂，如甲苯、二甲苯、丙酮和乙酸乙酯，是对于
    健康和环境的更好选择。
•  有助于消除木制家具、橱柜、门和地板制造过程中的单体渗出。
•  提供出色的流平性，同时表现出良好的韧性和耐黄变性。这种黄变较少的面漆提供不同的光泽范围以满足市场需求。
•  实现 UV 固化涂料系统的好处，意味着提高固化速度、减少浪费、减少排放、降低能源成本并节省大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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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橱柜解决方案 

 多功能与设计:

外表:
 各种基材: 我们关心:

高质量:
 

多种应用:
• 纯色与透明选择
• 多光泽度选择(亚光、中光、高光)

 

不同类型饰面：
直接/数码印刷，数字压花 

• 硬木与软木
• 中高密度纤维板
• 高防潮纤维板

• 降低能源消耗
• 减少火灾和爆炸危险 

• 耐冲击
 • 耐污性

 

• 喷涂
• 辊涂
• 真空镀膜     • 耐刮擦性• 抗 UV 与阻燃

健康安全和环境保护  

• 无有害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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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涂 (+ 辊涂) 应用

UV 透明
无色
光泽: 25-35%

UV 腻子 611-993-0820 (辊涂)    30-35g/m²
Uvilux 底涂 248 661-248-0000              20-25g/m²
Uvilux 底涂 248 661-248-0000              20-25g/m²
UV喷涂面漆 654-994-0793*       60-80g/m²

实心软木

基质 产品与涂层工艺类别

100% UV  
白色 
光泽: 25-35%

中密度纤
维板 
(MDF)

厨房橱柜的解决方案
涂层工艺: 在纤维板、中密度纤维板或实心软木上的应用。

工业辊涂应用

免责声明：
确切的应用量取决于机械条件。 可定制构建系统以满足您的特定需求。 性能结果可能因确切的构建系统、应用过程和基材质量（表面特性）而异。

UV 腻子 611-993-0570      30-35g/m²
UV 白色底涂 661-993-0840        23-30g/m² 
UV 白色底涂 661-993-0840        23-30g/m²
UV 面漆 651-993-0890         10-12g/m²

       实用的厨房除了是一个烹饪美食的场所，也是一个让身心得以放松和享受烹饪乐趣的空间。对于这点，相信所有人
都能有所体会。您或许会想，为什么咖啡污渍不能被完全擦掉？橱柜上一个小小的敲击或刮擦会对昂贵的橱柜造成永久
性的损坏？或许还有这样的经历，看到白色橱柜变黄，又脏又难看。这些正是许多橱柜制造商、木匠、油漆工所面临的
常见挑战。

       正是基于厨房对一个家庭的重要性，我们除了要打造一个充满美感的空间外，也要考虑厨房的实用功能。Teknos 相信
选择正确的材料和饰面可以使它们易于维护并提供额外的保护，例如防止污渍或划痕。 Teknos 提供多种饰面选择，旨在
打造令人振奋、华丽且经久耐用的梦想厨房。

100% UV  
白色
光泽: ¹25-35% 或
²90-95% 

中密度纤
维板 
(MDF)

UV 腻子 611-993-0570  (辊涂)           30-35g/m²
UV 喷涂底涂 674-994-0700* 80-100g/m² 
UV 喷涂底涂 674-994-0700* 80-100g/m²
UV 喷涂面漆 654-994-0773¹* /    60-80g/m²
UV 喷涂面漆 654-994-0789²*     60-80g/m²

水性UV 
白色
光泽: 8-15%

中密度纤
维板 
(MDF)

水性喷涂底涂 274-209-1003*             125-150g/m²
水性喷涂底涂 274-209-1003*             125-150g/m²
水性UV 喷涂面漆 454-993-0611*            80-100g/m²

xx      xxg/m²
xx     xxg/m² 
xx     xxg/m²
xx      xxg/m²

*   需要稀释

 
Adhesion cross hatch removal
ASTM D3359B  :  ≥ 4B 
Chemical Resistance
DIN 68861 Part 1B  :  ≥ 4 
Cold Cycle 
ASTM 1211  :  Pass
Pencil Hardness - Gardco 
ISO 15184  :  > 3H

100%  UV 白色涂层 (使用工业辊涂或喷涂)：应用

 
Adhesion cross hatch removal
ASTM D3359B  :  ≥ 4B 
Chemical Resistance
DIN 68861 Part 1B  :  5 
Cold Cycle 
ASTM 1211  :  Pass
Pencil Hardness - Gardco 
ISO 15184  :  H-2H

100% UV 透明(无色)涂层(使用喷涂)：

 
Adhesion cross hatch removal
ASTM D3359B  :  ≥ 4B 
Chemical Resistance
DIN 68861 Part 1B  :  ≥ 3 
Cold Cycle 
ASTM 1211  :  Pass
Pencil Hardness - Gardco 
ISO 15184  :  H-2H

水性UV 白色涂层 (使用喷涂)：



* 光泽度可能因不同的基材和涂层系统而异。 对于其他光泽要求，请联系 Teknos Malaysia 销售代表了解更多信息
N.B. 此产品信息无法代替技术数据表(TDS)。请在使用产品前阅读当前TDS。

颜色选择 

         Teknos  提供由水性颜色、水性UV 颜色和 UV 颜色组成的各种着色剂系统，可以灵活地创造各种颜色和效果，以实现
完美的色调以补充室内装饰。 我们提供由马来西亚生产基地生产的混合颜色成品，以及用于自行调色颜料包。

作为 Teknos  的客户, 您将享受到商务发展创造无限可能:

• 个性化的颜色和效果提升了室内设计的附加值

• 易于喷涂或辊涂 

• 调色或配色服务

• 稳定性和再现性高的颜料

         Teknos  独一无二的历史、经历、高品质的产品及成熟和专业的工
业技术支持，绝对是您就可靠的合作伙伴。Teknos 以最大的灵活性提
供最优质的服务，随时准备为您提供最佳涂料解决方案和应用系统支
持。我们的Teknos 专家很乐意为您提供专业和灵活的解决方案，以满
足您公司的个性化需求、独特的规格和生产工艺。

客户利益：

•  超过70年的涂料行业经验
•  Global-local 战略:专注于本地服务
   和全球化
•  可靠的国际配送和服务网络
•  技术支持与培训
•  广泛的专业知识
•  全方位的产品组合，质量始终如一
•  趋势追随者和创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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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述及应用指南

功能和特点
(质量特性)

光
泽

度
 %

产品名称 产品代码 颜色

基材

实
木

涂装技术

辊
涂

喷
涂

M
DF

/
HD

F

单
板

调色

n.a.白色 •  具有优异遮盖力、密封孔隙率的柔性底漆。
•  对多种基材具有良好的附着力。274-209-1003水性喷涂底涂 工厂/现场

调色

UV 腻子 透明

UV 腻子 白色611-993-0570 •  具有良好的遮盖力可打磨。
•  优异的附着力、密封性和流平性。

611-993-0820

n.a.

n.a.

n.a.

n.a. •  高粘度。 专为高多孔基材设计。  
•  防单体渗出，具有出色的密封和填充性能。

Uvilux 底涂 248 透明 •  提供良好的密封性，可提供高膜厚度。
•  优良的打磨性。661-248-0000 n.a. 工厂/现场

调色

n.a.白色 •  优异的遮盖力和良好的抗黄变性。 
•  优异的附着力、密封性和流平性。661-993-0840UV 底涂 n.a.

•  优异的遮盖力、良好的流平性和密封性，同时为后续层留下
     理想的基础。UV 喷涂底涂 白色674-994-0700 n.a. n.a.

•  哑光饰面（光泽度：<15%），具有出色的遮盖力。
•  优异的硬度、附着力和耐污性。白色 <15%*454-993-0611 n.a.

30%*

UV 喷涂面漆

白色 •  缎面光泽（光泽度 30±5%）具有优异的硬度和附着力。
•  优异的遮盖力和耐污性。

白色

30%* •  缎面光泽（光泽度 30±5%），具有出色的遮盖力。 
•  优异的硬度、附着力和耐污性。

654-994-0773

654-994-0789 •  高光泽度 90±5%，留下高透明度的最终饰面。
•  优异的硬度、附着力、遮盖力和耐污性。

651-993-0890 白色

UV 喷涂面漆

UV 面漆

90%*

UV 喷涂面漆 透明654-994-0793 •  缎面光泽（光泽度 30±5%）具有极好的遮盖力。
•  优异的硬度、附着力和耐污性。30%* 工厂/现场

调色

n.a.

n.a.

n.a.

水性 UV 喷涂面漆

真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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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make the world 
last longer

Teknos 是一家跨国涂层公司，业务覆盖美国及欧亚 20 多个国家或地区。
我们为制造业、建筑专家和消费者提供各种涂料和涂层。

Teknos  尽己所能帮助客户寻找理想的解决方案，助其实现特定目标。我们开展
全面调查并认真研究各市场区域提供的反馈，从而不断扩展产品范围，确保

最大程度地满足客户要求。Teknos  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数十年来坚持提供行
业中质量领先的产品，因此可以自信满满地说，我们的产品范围能够应对任

何特定情况下的任何涂料难题。

我们高度关注环境问题，以确保我们能够满足，甚至超越如今的各种环境要求。
Teknos  提供美观，智能，技术先进的涂料和涂层解决方案，以保护产品并延长使用
寿命，齐心协力，让地球生命更长久。Teknos  始终与客户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 

Teknos  创立于 1948 年，如今已成为芬兰最大的家族企业之一。

如有兴趣了解关于我们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teknos.my.

TEKNOS (M) SDN. BHD.
PLO 577 JALAN KELULI 8
KAWASAN PERINDUSTRIAN PASIR GUDANG
81700 PASIR GUDANG, JOHOR, MALAYSIA 
T: +607 251 5115   |   F:+607 251 3115   |   INFO.MALAYSIA@TEKNO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