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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现代和美观的角度，私人住宅大多采用平顶设

计。即便在商业和工业建筑上，平屋顶结构也往往

成为设计上唯一的选择（例如厂房和库房）。然而

这种样式的屋顶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如排水、屋顶

密封和过热等。

平屋顶的概念是什么？

在德国，平屋顶的概念被解释为倾斜面不超过10

度的屋顶结构。平屋顶通常由沥青面或塑料密封层

覆盖，因此，其设计与施工成本就比较低廉。

在平屋顶上特别适合使用光电或太阳能设备，因为

在这样的屋顶上，便于调整收集器的理想角度并将

其固定在支架上，以发挥太阳能设备的最大效能。

受热与潮湿的问题

平屋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渗漏隐患，所以维护费用

也比较高。表面的凹凸不平和受损都会影响雨水的

正常排放，长此下去就会引发透湿现象。而透湿部

位一旦遇冷，就会形成气泡并造成很大裂缝（见右

图）。

现代且美观
但并非十全十美 – 
平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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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平屋顶受环境的影响极大，因而也是建筑上

最为敏感的部分。这些影响包括：

• 外界湿气 – 降水和存水（水沉积）

• 温度从 -20 ° 到 +80 °C的极端变化，由此而造

成材料膨胀乃至膨胀裂缝（特别是在从干燥面

到潮湿面以及从阳面到阴面的转换过程中）。

• 高度蓄热的深色屋顶如沥青（油毡纸）

• 紫外线照射 (造成材料老化)

• 荷载压力如：

 - 建筑移动

 - 压力与推力

 - 建筑部件变形

如果平屋顶的密封不能持续承受这些负荷（或老旧

屋顶密封的自然老化周期已超过很长时间），平屋

顶最终会损坏并且不再密封。

平屋顶的早期受损并不明显，但这种现象会引发建

筑材料不断损坏的严重后果，从而导致修复成本的

大幅上升。

恰恰针对这种情况， CoolDry – 反光降温涂料应

运而生。这种物美价廉的屋顶反光涂料不仅可以有

效抗热降温，而且还能有效密封以防止雨水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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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LDRY – 反光涂料 
作用原理

屋顶太阳反光涂料

CoolDry是针对日益增长的调温需求而开发的一种

高效、简便的保护屋顶的涂料.

COOLDRY – 反光降温涂料!

CoolDry 是一种韧性持久的优质涂料，对阳光直射

的反射率高达80%左右，从而实现对建筑、车辆和

其他物体的有效隔热和节能。除涂料的透明基色

外，更重要的是，其中所含的大量高科技微小玻璃

反光体可以使屋顶温度降低40% 。这不仅能使室

内温度明显降低，而且还可以从根本上减少空调成

本。

用 CoolDry 涂刷的屋顶温度比任何室外温度仅高 

2 到 3 °C。

CoolDry 的高效已在德国检测认证部门德凯公司

（DEKRA）所做的大量检测中得到明确认证。德凯

工程师检测的结果是，进入建筑内的热量可减少 

77 % （见第5页）。

还需要说明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太阳能光伏设备

在伏天时的效率并不高，即产出的电能下降。在这

种情况下， CoolDry 也能提高屋顶太阳能设备的

效能。

特别是在当前，能源价格持续上涨，气温逐渐升

高，环境不断恶化，以及对环境和气候的忧患意识

都使 CoolDry 成为理想的解决方案。它适于做各

种防光热的表面涂料，不论在金属、油毡纸、塑料、

木材、石材、瓷砖、水泥，还是在玻璃或纺织品上，

都可以用滚刷、毛刷或喷涂方法既简便又经济地涂

刷。

CoolDry 不仅有“制冷”功能，而且还有“干燥”作

用。韧性极强的屋顶涂料能够封闭细微裂缝，防止

材料因紫外线照射而老化 (CoolDry自身当然不会

受紫外线影响) 以及膨胀，同时也防雨水渗漏。

另外，以水为基本原料制成的 CoolDry 非常环保，

经久耐用而且涂刷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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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凯（DEKRA）工程师
对COOLDRY 的
检测结果：
除我们自己所做的大量检测外，为了能让专业机构

独立对 CoolDry 反光降温涂料的作用原理做出认

证，我们还专门请德国德凯认证集公司（DEKRA）

对 CoolDry 的作用

原理做出论证。

这一论证于2010 夏

季，与巴伐利亚能源

应用研究中心（维尔

茨堡大学）合作，共

同完成并得出结论： 

CoolDry 可以“明显”减少进入建筑内的热量（减

少 68-77 %，因材料、屋顶式样和风速而不同）。

在国际上这一领域中通用的测试标准是太阳能反

射指数(SRI-Solar Reflectance Indicator)，该指数

由 99-98-102 (水泥、沥青和金属) 的相关测试得

出，而且数值相当高－在美国，同类系统享有税收方

面的支持，其SRI指数仅为50多。

太阳能反射指数 

除了验证对阳光的反射效果外，太阳能反射指数

（SRI）还反映出材料是否具有向周围释放热量的性

能。这一性能非常重要，

借此，建筑能够在夜间

将储存的热量再次释放

出去  －防止“封闭”热

量，就像仅使用绝缘材料

所出现的情况。

德凯（DEKRA）能源专家们所做的结论是： 特别是

在使用绝缘材料的同时，结合使用 CoolDry 反光

降温涂料会获得最佳效果。但从经济的角度出发，

只用CoolDry 涂刷屋顶就完全能够对建筑实行有

效保护，从而使热量无法转移到建筑内。这样，不

仅可以明显节省空调的电耗（根据不同的建筑类型

和位置可高达50%），还可以从根本上改善室内的

舒适性，并极大地延长平屋顶的寿命。

COOLDRY 作为材料
用于石棉材料的维护

经意大利国家承认和具有国际权威的米兰 Giorda-
no 研究院的批准，CoolDry 被用于石棉材料的修

复和对石棉纤维板的密封。

在德国， CoolDry 则被用于修复经过涂刷的石棉

板（维修参照危险材料技术规定 TRGS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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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 –
城市热岛 (UHI)
全球大约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在不远的将

来，这个数字还会继续上升，预计到2030年，城市

人口将达到70%左右。

这将使城市建筑面积迅速增长，同时也使自然面积

相应减少。

而恰恰是这些能够吸收阳光（光合作用）并产生阴

凉的自然面积和植被，对减少城市中的热量释放起

着重要作用。绿地的大面积减少还会影响到对空气

的降温。与此相反，建筑表面大多由防水和不能反

光的材料构成，这些材料能将大部分太阳辐射的热

量释放出来，从而导致所谓的“城市热岛”现象。

城市热岛

城市是热岛：目前城市的平均温度就已经比周边高

1到3摄氏度。在晴朗无风的夜晚，这一温差甚至可

以达到12摄氏度。所谓的“城市热岛效应”是太阳

造成的，因为在白天，太阳主要是对深色建筑和街

道加温。而在夜间，这些热量的再次释放又非常缓

慢，所以城市中的全天温度要明显高于市郊。

绿化或反光降温

早在2008年10月，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就以“

减少城市热岛”为题，发表了近期、中期和长期的

行动纲要，以应对全球变暖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还

介绍了各种使建筑屋顶降温的方法，其中主要分

为两类即：“Cool Roofs“”(反光屋顶) 和“Green 
Roofs” (绿色屋顶) 。反光屋顶应具有良好的反

光性能和低蓄热量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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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爽屋顶

根据美国能源部的计算，如果将世界上所有屋顶都

涂上白色，则将节省大量能源。因为深色屋顶只能

反射20%的阳光，而白色屋顶却能将更多的太阳辐

射反射到太空中：建筑无需强力制冷，从而可以大

幅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 相当于全球所有汽车

11年的排放总和。

白色屋顶可以降低城市热度

目前，由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CAR）的凯特·

奥里森带领的科学团队，通过计算得出浅色涂层

对气候的影响。其中除了对全球气温的影响外，他

们把研究城市气温的影响放在了首位。“我们的研

究表明，为了降低城市中的热度，白色屋顶至少在

理论上是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奥里森写到“虽然

尚不能证实，将城市中所有屋顶都刷成白色是否可

行，但这种想法值得参考”。

圣托里尼岛：在欧洲南部的国家中，传统的做法是用白石灰粉刷房

屋。这种做法不仅能反射太阳辐射，而且还能降温。CoolDry 涂料可

以使反射率提升到80 %  

不断上涨的空调费用

随着城市温度的攀升，空调和建筑制冷的份额也持

续增加。

德国制冷技术在全部电能需求中的比例达 14 %左

右，并造成5%的温室气体排放。参照国家的气候保

护目标，这些数据告诉我们，需要采取切实行动以

提高空调和制冷技术对气候的保护程度。 

总而言之，需要制冷的温度越低，空调的能耗就越

少，空调设备的规模也就越小。为了给建筑降温，简

便有效的方法就包括给屋顶涂上反光降温涂料。

来源：以建筑制冷和工业为例说明德国可持续供冷 德国环保局 2014年25期
图 1：行业制冷对可用能源与终端能源的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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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LDRY – 反光涂料
欧洲实例
CoolDry – 反光降温涂料在全欧洲和近东已成功

使用多年。大量实例证明，在不同地区和各种类型

的建筑中，该涂料都具有最佳的反光降温特性。这

里列出的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1 马耳他的冶金工厂

2 柏林北部的加工厂房

3 西班牙的集装箱(内部温度差别)

4 意大利的库房

5 巴登符登堡州的加工厂房

6 希腊的私人别墅

7 荷兰的花园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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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LDRY 涂刷简便易行 操作成本低廉

CoolDry 适合涂刷在各种底面上，如混凝土、石材、

砖瓦、沥青（油毡纸）、木材、水泥、塑料和涂有防锈

保护层的金属材料。操作时无需稀释，用滚刷、毛刷

或喷涂方法（最多用5%的水进行稀释）涂刷2层，之

间要有16个小时的风干时间。涂刷2层（每层厚度 

200 μm）可 以达到最佳反射效果。照此方法，用1升 

CoolDry 屋顶颜料可以涂刷的面积约 1,5 m2。在德

国有一个授权的喷涂公司网络，这些公司主要从事

工商业中 CoolDry的专业化喷涂。

项目：柏林北部的加工厂房，测量下午的温度，施工时间2014年8-9月间

1 在施工前的准备阶段，对需要涂刷的屋顶做认

真检查，对必要的工作做书面记录，并掌握涂刷

前的实际温度。

2 在铺有沥青（油毡纸）的情况下，最好开辟出测

试范围，不论是否有底层涂料，主要是为了检验

油毡纸是否从颜料中“渗出”，然后测量温差。

3 11点时，屋顶油毡纸温度已经超过55 °C。

4 旁边的屋顶塑料涂层的温度甚至高于 57 °C。.

5 与之相比，用CoolDry 涂刷的测试面的温度只

有30 °C左右。

6 在涂刷屋顶之前，需要彻底清除表面的零散碎

物，扫除或

7 或者吸除。

8 在铺有油毡纸的情况下，建议使用 CoolDry Tar-
Stopper底层涂料，以避免“渗出”发生。另外，使

用 TarStopper底层涂料还可以防止屋顶漏水。 

9 首先要刷边缘、棱角和过度面。

10 然后刷2层 CoolDry，可使用滚刷施涂或

11 采用喷涂方法施工。

12 经过专业涂刷的屋顶清凉且干燥– cool & dry 
现在的屋顶温度只有28,6 °C。另外，极为柔韧的 

CoolDry 不仅能为屋顶提供防水密封保护，而且

也可以有效防止屋顶油毡的膨胀和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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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LDRY 
在汽车方面的应用
对 CoolDry 而言，除建筑外，房车和冷藏车（例如

用于食品运输）也是一个理想的应用范围。特别是

当开房车在阳光充足的地区度假时，车内的高温常

常令人难以忍受。在这种情况下，制冷就需要耗费

很多能源。对此，CoolDry 具有非常大的优势：

可以反射造成高温的绝大部分太阳能，从而使表面

温度最多比周围温度高 2-3 °C。

这一效果也在《露营、汽车和房车》杂志的独立测试中得到认证

（2014年6月） .

在沙特阿拉伯，涂有 CoolDry 的冷藏车（右

图）用于空调的燃油消耗要比未经涂刷的同

样型号的车辆（左图）少19%。

私人探险车辆涂刷 CoolDry 的前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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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LDRY 
在房车上的表现

由于涂刷了 CoolDry， 这辆房车的内部温度由 

45 °C (2010年7月10日中午)下降到32 °C (2010年7

月11日中午)，因而不惧炎炎夏日！ 

1 未经处理的白色车顶的温度是 43,9 °C。上部的

踏板温度甚至高达近55 °C。

2 内部天花板的温度超过 44 °C。

3 打磨旧漆面的粗糙部位，擦净打磨灰尘并保持

干燥。

4 搅匀颜料后便可开始涂刷。用毛刷先涂刷角落。

5 第一层涂刷在傍晚完成，因为车顶不宜过热。

6 第二天早上完成第二次涂刷（至少要有12个小

时的风干时间）。涂刷后的车顶雪白亮泽、手感

凉爽。

7 涂有 CoolDry 的车顶温度只有31,4 °C，比涂刷

前低 13 度多。

8 车内天花板的温度也只有30 °C 左右– 比之前

的 44 °C 要舒适很多。

在这辆房车上大约使用了6升 CoolDry。



12 | COOLDRY 反光降温涂料

COOLDRY
产品系列

CoolDry – 反光降温涂料提供3种颜色：

•  白色

•  浅棕色（砂岩）

•  浅灰色

每种颜色有3种容量： 10升, 5升和 2,5升

针对沥青面屋顶的涂刷，我们还提供专用的绝缘底

层涂料“TarStopper”。这种涂料可以给屋顶增加

一层密封保护。沥青面屋顶会造成“渗出”，也就是

说，油毡纸的石油成分会使涂有 CoolDry 的表面

出现深色污痕，并由此影响 CoolDry 的性能。因此

我们建议，尽可能涂刷一层 TarStopper作为底层

绝缘涂料。

先进的 Cooldry涂料同

样适用于金属面屋顶（

如各种梯形或波纹铁皮

屋顶）。不论是对镀锌

的还是对经过粉刷的

屋顶，我们产品目录中

的“Metal Primer” 都

可以自如应对：这种优

质的底涂料适用于各种金属面，如铝材和镀锌钢材

等。它可以提供出色的防腐保护，同时也是 CoolD-
ry 的绝佳的底层涂料。

另外，针对水泥屋顶，我们有专用的“Beton-

Primer”涂料，它可以封闭有孔和透气的表面并粘

合松散颗粒。这样，就形成了服务于用户和适用于

各种材料的完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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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防水涂料

FlexDry 是在德国实验室多年的国际科研合作中，

以及在包括热带气候带的全面测试中取得的成果。

这种屋顶涂料具有很强的柔韧性和极佳的防水性

能。

FlexDry 经实践证明是市场上密封性能最好的涂

料产品。它在粘合力、适应性和柔韧性方面都表现

出色，可以确保涂层滴水不漏。

FlexDry 构成防水、坚韧和长效涂层，是平屋顶和

斜屋顶的理想涂料。适用于水泥、沥青（油毡纸）、

镀锌钢材和铝材。优点：FlexDry不会因天热而软

化，以及便于清理。另外，FlexDry 同样具有抗紫外

线性能。

FlexDry 即可使用，无需稀释。涂刷简便，使用毛刷

或大滚刷即可。为了获得理想效果，要涂刷2层

FlexDry（涂刷第2层之前，要有24小时的风干时

间）。每层每平米的涂料用量约为 0，5升。可以在

已有的绝缘和密封涂层上涂刷FlexDry，以封闭细

小缝隙和透气部位。

另外，要在侧墙上涂刷至少 20 cm 高的FlexDry ，
以防止雨水进入墙体并损坏房屋正面。

FlexDry 还可以用于填充裂缝，即将沙子与涂料搅

拌并挤压到裂缝内，然后再涂刷表面。

FlexDry 的柔韧性极强。既使受气候的持续影响，

它也能承受是其正常伸长力两倍的伸缩。因此，它

特别适合饱受气候和温度急剧变化的平屋顶。

FlexDry 已广泛、成功地应用于私人住宅、工业建

筑、厂房和老建筑上。

FlexDry 即便在老旧和风化的屋顶上仍能使用 

FlexDry 不仅有浅灰色，还有白色、砖红色、绿色和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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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概括

• 反射 80 % 的太阳能 （热、光和紫外线）

• 降低屋顶温度 (达 40 °C)

• 使室内明显凉爽

• 节省高达50% 的空调成本

• 舒适的室温 = 提高工作效率并改善工作条件 

• 降低空调设备负荷 = 延长使用寿命并减少维修费

用

• 给屋顶提供长久保护以防止膨胀裂缝（油毡纸），

紫外线和雨水的侵蚀

• 提高不动产的使用价值和保值率

• 涂刷简便易行，操作成本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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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量身打造

我们愿意为您的项目制定独特的解决方案。请联系我们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sistec-coatings.de/de/produkte/coold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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