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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雅晶石漆复合结构，以

夹芯饼干结构的方式设置两层耐水腻子层和无

仿布层，可以增加韧性，避免材料拉力不一样造

成局部开裂，耐用性强。在此基础上，再依次设置

防潮抗碱底漆层、两层不同颜色的雅晶石层，不

但具有较强的耐擦洗性能、较强的柔韧性、顺畅

的施工过程，润滑的触感、较强的粘接力和非常

好的施工效果，还具有无臭、无味、无毒、环保和

易溶于水的优点，施工后的墙面漆膜致密度高，

能有效弥盖墙上的裂纹，使整个墙体丝毫看不出

有裂纹的痕迹，能长期防止墙面出现裂纹、鼓泡

和剥落的现象。最后再覆盖金色幻彩面漆层，使

墙体呈现出耀眼的金属光泽，从而整个装修风格

高档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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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雅晶石漆复合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一耐水腻子层(10)，是刮涂于混凝土墙面后干燥而形成，

一无纺布层(20)，是在第一耐水腻子层(10)干透之前铺设镶嵌于该第一耐水腻子层

(10)表面；

第二耐水腻子层(30)，是刮涂于覆盖于无纺布层(20)后干燥而形成，该第二耐水腻子

层(30)的表面平整，不平整度不直度小于4mm；

一防潮抗碱底漆层(40)，是滚涂于所述第二耐水腻子层(30)表面干燥而形成，

一白色雅晶石层(50)，是用不锈钢批刀批刮于该防潮抗碱底漆层(40)后干燥而形成；

一蓝色雅晶石层(60)，是用不锈钢批刀批刮于该白色雅晶石层(50)后干燥而形成，该

蓝色雅晶石层(60)的表面通过万用刷搓出有凹凸不平的质感纹理图案(61)；

一金色幻彩面漆层(70)，是喷涂于所述蓝色雅晶石层(60)表面后干燥而形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雅晶石漆复合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耐水腻子层

(10)的批刮厚度在0.5‑1.0mm，第二耐水腻子层(30)的批刮厚度在0.5‑1.0mm，由第一耐水

腻子层(10)和第二耐水腻子层(30)夹设该无纺布层(20)形成夹芯饼干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雅晶石漆复合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潮抗碱底漆层

(40)的干膜厚度为50‑60μ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雅晶石漆复合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白色雅晶石层(50)

的厚度为0.1‑0.2mm，所述蓝色雅晶石层(60)的厚度为0.1‑0.2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雅晶石漆复合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金色幻彩面漆层

(70)中嵌置细小金色闪片(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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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雅晶石漆复合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墙体装饰领域技术，尤其是指一种雅晶石漆复合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面上的普通的艺术雅晶石漆涂抹在墙面上很容易出现裂纹，当施工人员

将普统的艺术雅晶石漆涂抹在墙面上时，其会因艺术雅晶石漆与墙面的摩擦力大及目前的

艺术雅晶石漆的耐水洗刷性差等原因而导致其在施工的过程中经常出现不顺畅的现象，当

施工人员将普统的艺术雅晶石漆涂抹在墙面之后，墙面上原来有裂纹的地方在数月(6‑11

个月)内又会再次出现裂纹，甚至还会出现新的裂纹。

[0003] 因此，本领域技术人员需要研究一种新的结构，避免裂纹出现，并且还同时应该具

备美观艺述效果。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实用新型针对现有技术存在之缺失，其主要目的是提供一种雅晶石

漆复合结构，坚固耐用，不易出现裂纹，且可塑造金属闪光的艺术效果，质感效果独特。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雅晶石漆复合结构，包括

[0007] 第一耐水腻子层，是刮涂于混凝土墙面后干燥而形成，

[0008] 一无纺布层，是在第一耐水腻子层干透之前铺设镶嵌于该第一耐水腻子层表面；

[0009] 第二耐水腻子层，是刮涂于覆盖于无纺布层后干燥而形成，该第二耐水腻子层的

表面平整，不平整度不直度小于4mm；

[0010] 一防潮抗碱底漆层，是滚涂于所述第二耐水腻子层表面干燥而形成，

[0011] 一白色雅晶石层，是用不锈钢批刀批刮于该防潮抗碱底漆层后干燥而形成；

[0012] 一蓝色雅晶石层，是用不锈钢批刀批刮于该白色雅晶石层后干燥而形成，该蓝色

雅晶石层的表面通过万用刷搓出有凹凸不平的质感纹理图案；

[0013] 一金色幻彩面漆层，是喷涂于所述蓝色雅晶石层表面后干燥而形成。

[0014]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第一耐水腻子层的批刮厚度在0.5‑1.0mm，第二耐水腻子

层的批刮厚度在0.5‑1.0mm，由第一耐水腻子层和第二耐水腻子层夹设该无纺布层形成夹

芯饼干结构。

[0015]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防潮抗碱底漆层的干膜厚度为50‑60μm。

[0016]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白色雅晶石层的厚度为0.1‑0.2mm，所述蓝色雅晶石层的

厚度为0.1‑0.2mm。

[0017] 作为一种优选方案，所述金色幻彩面漆层中嵌置细小金色闪片。

[0018]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明显的优点和有益效果，具体而言，由上述技术

方案可知，本实用新型以夹芯饼干结构的方式设置耐水腻子层和无仿布层，可以增加韧性，

避免材料拉力不一样造成局部开裂，耐用性强。在此基础上，再依次设置防潮抗碱底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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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层不同颜色的雅晶石层，不但具有较强的耐擦洗性能、较强的柔韧性、顺畅的施工过程，

润滑的触感、较强的粘接力和非常好的施工效果，还具有无臭、无味、无毒、环保和易溶于水

的优点，施工后的墙面漆膜致密度高，能有效弥盖墙上的裂纹，使整个墙体丝毫看不出有裂

纹的痕迹，能长期防止墙面出现裂纹、鼓泡和剥落的现象，解决了目前艺术漆遮盖力差、粘

接力差、耐气性差、吸湿性差、施工过程中经常出现不顺畅的现象及采用其施工后的墙面容

易出现裂纹、容易结露、容易起鼓泡和容易剥落等现象问题。最后再覆盖金色幻彩面漆层，

使墙体呈现出耀眼的金属光泽，从而整个装修风格非常高档大气。

[0019] 为更清楚地阐述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特征和功效，下面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例来对

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之实施例的雅晶石漆复合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实用新型之实施例的白色雅晶石层干燥后的效果图。

[0022] 图3是本实用新型之实施例的蓝色雅晶石层干燥后的效果图。

[0023] 图4是本实用新型之实施例的金色幻彩面漆层喷涂后的效果图。

[0024] 附图标识说明：

[0025] 10、第一耐水腻子层            20、无纺布层

[0026] 30、第二耐水腻子层            40、防潮抗碱底漆层

[0027] 50、白色雅晶石层              60、蓝色雅晶石层

[0028] 61、纹理图案                  70、金色幻彩面漆层

[0029] 71、金色闪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请参照图1至图4所示，其显示出了本实用新型之较佳实施例的具体结构，是一种

雅晶石漆复合结构，包括第一耐水腻子层10、无纺布层20、第二耐水腻子层30、防潮抗碱底

漆层40、白色雅晶石层50、蓝色雅晶石层60、金色幻彩面漆层70。

[0031] 所述第一耐水腻子层10是刮涂于混凝土墙面后干燥而形成。所述无纺布层20是在

第一耐水腻子层10干透之前铺设镶嵌于该第一耐水腻子层10表面。所述第二耐水腻子层30

是刮涂于覆盖于无纺布层20后干燥而形成。所述第一耐水腻子层10的批刮厚度在0.5‑

1.0mm，第二耐水腻子层30的批刮厚度在0.5‑1.0mm，由第一耐水腻子层10和第二耐水腻子

层30夹设该无纺布层  20形成夹芯饼干结构，该第二耐水腻子层30的表面平整，不平整度不

直度小于3mm。

[0032] 本实施例第一耐水腻子层10和第二耐水腻子层30优选质量较好的耐水腻子，耐水

腻子粉主要由碳酸钙、灰钙粉、水泥、有机胶粉、超细填料和保水剂等组成，不加水泥和有机

胶粉。此类产品具有较高的粘结强度和耐水性，是刚性和碱性产品，不但结实，没有起鼓、起

皮、开裂现象，而且使用寿命长，二次装修也不必铲掉。

[0033] 所述防潮抗碱底漆层40是滚涂于所述第二耐水腻子层30表面干燥而形成，该防潮

抗碱底漆层40的干膜厚度为50‑60μm。防潮抗碱底漆层40的设置适用于高档家居、酒店、商

业大厦等建筑物室内的装饰和保护。例如，可以选购于市面上已有的产品美洲豹漆，具有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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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配方，健康环保；稳固基层，提高面漆附着力；渗透力高，封闭性优异；防霉抗碱，节约面

漆；涂刷面积大，施工效率高性能优，高效抗碱的优点。

[0034] 所述白色雅晶石层50是用不锈钢批刀批刮于该防潮抗碱底漆层40后干燥而形成。

所述蓝色雅晶石层60是用不锈钢批刀批刮于该白色雅晶石层  50后干燥而形成，该蓝色雅

晶石层60的表面通过万用刷搓出有凹凸不平的质感纹理图案61。从厚度上看，所述白色雅

晶石层50的厚度为0.1‑0.2mm，所述蓝色雅晶石层60的厚度为0.1‑0.2mm。

[0035] 白色雅晶石层50具有优异的附着力；柔韧性好，抗碰撞及冲击；憎水透气，防潮吸

音；质感强烈，表现力丰富；可分粗砂、细砂。本方案选取粗砂石，具有颗粒的粗糙感，从而成

就出晶石一样的纹理。黄色的雅晶石层覆盖于白色雅晶石层50之上，再经过打磨，使得一部

分白色雅晶石层50  外露，可做出金属闪光效果。藉由两层雅晶石层相互叠合，再水晶刮板

进行搓砂至所要的质感效果，表现质感效果独特，并且还具备柔韧性佳，抗碰撞及冲击，憎

水透气，能有效桥连和覆盖墙体细小的裂缝的优点。

[0036] 所述金色幻彩面漆层70是喷涂于所述蓝色雅晶石层60表面后干燥而形成。所述金

色幻彩面漆层70中嵌置细小金色闪片71，固化成型后形成的亮斑型的涂料。造就出砂质、晶

石相互交融的效果，非常适合于别墅、高级洋房、办公楼、宾馆等各种高档建筑的墙面装饰

和保护。

[0037]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设计重点在于，其主要是在墙面上设置了夹芯饼干结构

的耐水腻子层，能够有效抗裂纹。在此基础上设置雅晶石层，不但具有较强的耐擦洗性能、

较强的柔韧性、顺畅的施工过程，润滑的触感、较强的粘接力和非常好的施工效果，还具有

无臭、无味、无毒、环保和易溶于水的优点，施工后的墙面漆膜致密度高，能有效弥盖墙上的

裂纹，使整个墙体丝毫看不出有裂纹的痕迹，能长期防止墙面出现裂纹、鼓泡和剥落的现

象，解决了目前艺术漆遮盖力差、粘接力差、耐气性差、吸湿性差、施工过程中经常出现不顺

畅的现象及采用其施工后的墙面容易出现裂纹、容易结露、容易起鼓泡和容易剥落等现象

问题。

[0038]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范围作

任何限制，故凡是依据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细微修改、等同变

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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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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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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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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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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