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柔光半透肤感水性家具漆系列

好的工艺搭配完美的木材纹理

可以呈现出极致的美感，极致

开放涂装和全哑柔光肤感涂装

的灵活运用，将神秘的半透效

果面纱徐徐揭开。



        广东立盈新材料有限公司是江门制漆集团企业。公司是中国涂料行业重点高新科技企业，是广东省
最大的合成树脂和涂料生产基地之一，是中国涂料协会的常务理事单位和广东省涂料协会常务副会长单位
。
   “ 蓬江水漆”是江门制漆集团的水性涂料品牌，属于“中国驰名商标”，产品主要针对木制品类家具在各种
场合的涂装应用而开发设计，全系列产品均掌握核心技术，行业首创，具有竞争上的差异化及无可比拟的
行业优势。

基本情况

• 现代化生产车间

• PLC 生产自控系统

• 顶级 VOC 治理装备



发展历程

2021

水性新材料事业部成立



资质与荣誉



 产品简介

“ 蓬江水漆”新型水性木器漆——真无味、真环保、真高效、真耐用！

独创小分子纯硅交联带来的一场革命

         从源头改变了行业现有水性木器漆不耐热、不耐烫、易发白、易渗色、易涨筋、

硬度低、涂装效率低等一系列问题，真正克服了家具行业“油转水”的各种弊端。



水性家具漆涂装 · 蓬江柔光半透肤感系列

何为水性肤感漆？

肤感漆起源于意大利，据说使用肤感漆的家具，有“家具中的蓝血贵族”之称，可见其高端效果。肤感
漆因漆膜有婴儿肌肤触感而得名，是一种防指纹、不粘手、抗污、耐刮、可修复的涂料，目前多以 PU

溶剂型为主，而以水为溶剂的水性肤感漆，在肤感漆的原有特性基础上加入了绿色、环保因素，犹如

在“蓝血贵族上插上翅膀”，使其更加的高贵、典雅。



半透肤感 是一种油漆涂装的工艺叫法，它是介于清漆的透明度与实色漆遮盖率中间的一种

工艺。有效保留了木纹的层次感和原生态，又巧妙消除色差，表面看起来有种犹抱琵琶半

遮面的朦胧美。

何为半透肤感？

木皮只是一个承载方式，最关键的还是涂料工艺。好的涂料、好的施工工艺能让天然木皮
达到完美的效果呈现，就好比美女遮面的轻纱，让盛世美颜增加了一份神秘感。

最好的效果是见木不见漆，纹理清晰流畅，表面平滑，导管通透自然。

水性家具漆涂装 · 蓬江柔光半透肤感系列



家居行业中涂装的目的主要是起到保护作用。但是随着天然，染

色及科技木皮等的发展，涂装也多了些功能性。比如 HDI三聚体

的优良耐黄变，意式极简风格的零度涂装，半透工艺都是在赋予

产品新的功能。

半透工艺：高定伴侣

其中半透是高定中常用的一种工艺。半透工艺出来的木纹层次非

常清楚，颜色均匀而不浑浊，凸显出木纹天然的肌理立体感。

 与传统高清透明效果装饰方式相比，柔光半透肤感工艺，通过

淡淡的实色与木纹的天然纹理相互映衬，营造出内敛、舒适的家

居氛围，与现代人居对家具风格和效果需求形成了高度契合。柔

光半透肤感工艺，也是定制家具领域消费者接受度和喜爱度比较

高的一款工艺效果。

水性家具漆涂装 · 蓬江柔光半透肤感系列



漆的选择？

柔光半透肤感工艺采用蓬江水性漆。蓬江水性漆安全无味，环保健康，将蓬江水性漆
涂布在家具表面，家具表面的触感光滑细腻，漆膜不易开裂变形，耐黄变、耐划耐痕

，耐久性强。
用“蓬江水漆”特有水性柔光半透肤感漆工艺做出的家具自带全哑的光感，渐变有序的

层次，木纹质感，简洁明快，开放自然，色彩柔和，漆膜薄透，若影若现的木材纹理

，展现了一种灵动的美感，诠释了本真，体现了内涵雅致的本质轻奢生活。

水性家具漆涂装 · 蓬江柔光半透肤感系列



蓬江柔光半透肤感漆特点
：

  滑——肌肤触感      非常爽滑 , 有轻微弹性 , 触感犹如新生儿肌肤般光滑、弹性、舒适 ; 

  哑——全哑光泽      漆膜表面光泽以哑光为主 , 可实现极哑效果 ,如 1°-3°；

  柔——表面细腻       表面十分细腻、柔和、自带质感；

  修——可自修复      漆膜表面轻度划伤，有自修复功能；

  耐——抗污耐烫      具有良好的耐污、耐沸水等性能。

  透——清透见底      如遮轻纱，通透见底。

        

水性家具漆涂装 · 蓬江柔光半透肤感系列



产品信息

          蓬江柔光半透肤感系列，采用特有自消光原理，使得产品在各个角度都达到＜ 3°

的光泽度的基础上，仍然保持清透的外观，超高的耐性、硬度以及耐刮擦性能。

全哑外观 卓越的耐化性能 铅笔硬度 2B-HB 滑、柔、自修复 优异的储存稳定性



产品信息

蓬江水漆 柔光半透肤感体系
耐性测试：

性能 蓬江水漆肤感产品            2K 竞品

乙醇（擦拭 200次） 无痕迹        发亮、破损

水（ 24 小时） 无痕迹 发白或发蒙或发亮

酸（ 24 小时） 无痕迹 发白或发蒙或发亮

碱（ 24 小时） 无痕迹 发白或发蒙或发亮

热杯（ 4 小时） 无亮痕 发白或有亮痕

铅笔硬度（三菱） 2B-HB F-B



产品体系 - 核心产品

MS-912 净味护木宝  

基材封闭着色类产品 MS-011A  水性 2K 开放清底漆 A

MS-118B 水性固化剂



产品体系 - 核心产品

MS-013A1/A2 水性三合一高固清底漆 A1/A2  

底漆及着色类产品

MS-727  修色精油

MS-118B 水性固化剂                                      
           MS-100B 水性超耐固化剂

MS-018A/B  2K净味开放清底漆 A/B   

MS-728  水性修色液

MS-731  净味擦色宝



产品体系 - 核心产品

MS-235A  水性双组份半透肤感清面漆 A  

柔光半透肤感面漆类产品 MS-236A  水性双组份高透肤感清面漆 A

MS-100B 水性超耐固化剂

颜色辅料类产品
水性净味色精（红、黄、黑）、水性白色浆  
                           擦色宝专用色浆（红、黄

、黑、白）



MS-912           净味护木宝

超强封闭性 :   防水、防潮

易着色：渗透性好，展色性极佳，不花色，可加水性白色浆使用

生态环保：净味，不含苯、二甲苯、甲醛、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

特性：擦涂。超强封闭，擦底色 +封闭二合一

易施工：单组分，开罐即用，擦涂性好

柔韧性高：防涨筋、防开裂

核心优势 -封闭



MS-011A    水性 2K 开放清底漆 A

超强封闭性 :   防水、防潮

易着色：渗透性好，可喷色使用，不花色，可加水性白色浆使用

生态环保：溶于水，净味，不含苯、二甲苯、甲醛、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

特性：喷涂封闭，可喷底色 +封闭二合一

易施工：活化期极长，粘度低

柔韧性高：防涨筋、防开裂

核心优势 -封闭



后期安全：不含水、受环境湿度影响小，不泛白、不发朦
干燥速度快 :   常温 30 分钟表干， 120 分钟即可打磨，并进行下道涂装

高性能：硬度 1H+ ，打磨性极好，防水性强

生态环保：不含苯、二甲苯、甲醛、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极低 VOC

平整度高：不堆缝，平整度极高、油润度好

特性：纯水性，高固含，性价比极高，通用性强

施工安全：受环境温度、湿度影响小，厚涂或积油不泛白、不发朦

MS-013    水性三合一高固清底漆MS-013A1/A2  水性三合一高固清底
漆

核心优势 -底漆



后期安全：不含水、受环境湿度影响小，不泛白、不发朦高性能：硬度高，防水性强，耐化学性好

生态环保：净味，不含苯、二甲苯、甲醛、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

特性：透明度高，耐黄，粘度低，不堆缝，开放式专用

施工安全：受环境温度、湿度影响小，厚涂或积油不泛白、不发朦

MS-013    水性三合一高固清底漆MS-018A/B  2K净味开放清底漆 A/B

核心优势 -底漆

应用广：既可以直接针对基材做封闭，也可做为中涂底漆



    MS-727 修色精油

后期安全：不含水、受环境湿度影响小，不泛白、不发朦易施工 :  可擦涂局部补色；可干喷、湿喷，容易对色

附着力强：与多种基底都有附着力，可与油性底配套使用

生态环保：净味，不含苯、二甲苯、甲醛、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

特性：单组份体系，修色透明度高，光泽高，可与面漆湿碰湿施工 
    

流转快：修色后，直接喷涂面漆

核心优势 - 修色



    MS-728 水性修色液

后期安全：不含水、受环境湿度影响小，不泛白、不发朦
易施工 :  可擦涂局部补色；可干喷、湿喷，容易对色

附着力强：与多种基底都有附着力，对油性基材可以加MS-118B固化
剂增加附着力

生态环保：溶于水，不含苯、二甲苯、甲醛、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

特性：单组份体系，修色透明度高，光泽高  

易操作：修色后，常温 30 分钟后上面，可打色磨（白纸）

核心优势 - 修色



    MS-731/732   净味擦色宝

后期安全：不含水、受环境湿度影响小，不泛白、不发朦易施工 :  擦涂，极易进缝染色

附着力强：与多种基底都有附着力

生态环保：净味，不含苯、二甲苯、甲醛、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

特性：单组份体系，渗透性极强，入孔性好，封闭性强

流转快：擦色后，无需等待，可直接修色

核心优势 - 透缝现纹



MS-235A  水性双组份半透肤感清面漆
A

后期安全：不含水、受环境湿度影响小，不泛白、不发朦

耐性强 :   耐水浸泡、耐酒精、耐湿热、耐热杯、耐刮伤

适应性广：应用于民用家具、办公家具、各式台面、木饰面

生态环保：水性，不含苯、酯、二甲苯、甲醛、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

特性：耐性极佳，柔光，全哑，极佳触感     

后期安全：表干快、受环境湿度影响小，不泛白、不发朦，耐老化性好，
长期使用不返粘。白面不会出现色差、局光泽不稳定等异常

光泽稳定：全哑

核心优势 - 肤感面



MS-236A  水性双组份高透肤感清面漆
A

后期安全：不含水、受环境湿度影响小，不泛白、不发朦

耐性强 :   耐水浸泡、耐酒精、耐湿热、耐热杯、耐刮伤

适应性广：应用于民用家具、办公家具、各式台面、木饰面

生态环保：水性，不含苯、酯、二甲苯、甲醛、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

特性：透明度极高，耐性佳，柔光，全哑，极佳触感     

后期安全：表干快、受环境湿度影响小，不泛白、不发朦，耐老化性好，
长期使用不返粘。

光泽稳定：全哑

核心优势 - 肤感面



水性家具漆涂装 · 蓬江柔光半透肤感涂装工艺

涂装工艺



半透涂装对木皮的选择就要相对谨慎，一般来讲，市面上半透工艺的绝配木皮以纹理漂亮，色
差可控为标准，可以有效降低后续施工的难度。比如胡桃木、橡木、榆木、白蜡木等。

首先：选对木皮

柔光半透肤感工艺是在透明工艺和实色工艺基础上的效果的升华，同时利用特殊着色手法，
对家具做出若隐若现的视觉效果。

整木工厂备货时就要求供应商优选木皮，木皮到货后再根据纹理和色泽做进一步的筛选。
因为同样一棵树，阴面和阳面呈现出来的效果都是不同的。
工厂在贴皮的时候根据图纸所处的位置来搭配纹理；再配合极佳的蓬江水性漆柔光半透肤
感涂装工艺，尽量把色差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其次：优选木皮

水性家具漆涂装 · 蓬江柔光半透肤感系列



水性家具漆涂装 · 蓬江柔光半透肤感涂装工艺

素板处理 —清缝、打磨 
      

MS-912 净味护木宝 + 色         
       擦底色     

MS-011 水性 2K 开放清底漆
+ 色 喷底色     

根据所需的效果
选择着底色方式

喷涂 MS-013A1/A2         
水性三合一高固清底漆  

    
常温待干 3 小时
，百洁布轻砂

喷涂 MS-018A/B             
2K净味开放清底漆      

根据所需的效果
选择底漆

擦涂 MS-
731/732+ 色       净
味擦色宝 + 色     

常温待干 4 小时
， 600#轻砂

无需等待，
直接修色喷涂 MS-727或

728+ 色             修色
液 + 色     

MS-235A                                         
水性双组份半透肤感清面漆    

MS-236A                                        
水性双组份高透肤感清面漆

根据所需的效果选
择合适肤感面漆

根据所选修
色液，选择
面涂时间

详细施工工艺请参阅公司水性木器漆涂装工艺成本预算： 20∽30元 /㎡



家具产品的设计为了迎合世界

主流趋势，将朝着让素材无限

的接近自然方向发展，肤感无

痕的效果已经成为高端定制家

具的 CP组合。

使用柔光半透肤感工艺做出来

的家具表面木纹清晰有层次，

颜色均匀清透，可以自然地看

清楚木材的导管。高精度柔亮

的半透层将木纹的肌理淋漓尽

致地凸显出来，表面光泽柔和

不反光。

2022 水性涂装 · 柔光半透肤感系列



含蓄优雅的朦胧美配合柔光肤感的极佳触感，使得柔光半透肤感

系列可以广泛适用于新中式家具，北欧家具，欧式家具，现代家

具，美式家具，日韩式家具等家具风格。

没有高冷、不要富丽堂皇，只要半透木纹中的温馨、耐看、不浮

夸，这便是恬淡安舒、若隐若现的美学之道。

水性家具漆涂装 ·莫兰迪实色肤感系列



提供整体木器涂装解决方案

广东立盈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龙榜工业区杜阮北二路 18号
电话： 0750-3657102             传真： 0750-3657022
 邮编： 529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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