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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UTOL品牌在专业建筑涂料领域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亚洲、欧洲、非

洲等各州建立的生产销售和代理公司为全世界的销售商们提供KRAUTOL全系

列产品和各方面的服务。除了产品的高质量外，优质的施工配套，客户的满意

度也是我们的首要追求。

目前KRAUTOL品牌在德爱威（中国）有限公司旗下用于开拓专项产品，致力

于建筑涂料领域的革命性突破，让精美效果与环保健康得以同时实现。

品牌介绍
ABOUT  KRAUT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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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rautol brand has more than 100 years history in the field of professional  architectural coatings. Krautol is part of Caparol China Ltd. 

targeting hotel specialized coating products. We strive for architecture innovation through delivering quality and environmental friendly 

product. Sales and agency companies in Asia Europe ,Africa and other continents provide KRAUTOL products and services for all the 

world’s retailers .In addition to the high quality of the product customer satisfaction is our primary pursuit.

Now,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rands in DAW China, KRAUTOL is aimed at exploiting customized product. Dedicating to make 

revolutionary break through, realize exquisite effect and keep environmental friendly at the sam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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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

HISTORY 
OF KRAUTOL

1906年，Gustav Krauth在德国梅兹成立了公司。

1960年，成为DIY运动的先锋。

1969年，公司迁往新址Pfungstadt。

1970年，第一次将调色机引入销售市场，这种机械化的配

色方法也方便了经销商采购，建立了KRAUTOL经销商网

络间的内部色彩。

1980年，第一次与建筑品牌Wickes，Hornbach合作。

研发二级品牌“Kraudewa”和“Starcolor”。

1986年，座右铭“致力于未来涂料发展”的驱动下，开发

了X-treme。

1996年，发展并进行市场推广，传统施工技术结合特殊的

营销手段，成为全国专业建筑市场中的知名品牌。

2000年，推广经久耐用的外墙涂料。

2003年，推广墙面装饰材料。

2005年，推广油漆磁漆。

2007年，KRAUTOL品牌成为DAW集团公司下一员。

2009年，全面提升了市场占有率。

2017年，德爱威（中国）有限公司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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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奥特抗碱底漆968

KT -968 
INTERIOR 
PRIMER 



产品特点     

产品用途                         

技术参数                        

  产品施工       

产品包装                        15升/桶

   

储存方法                       存放在阴凉干燥地方，严防霜冻

产品简介

技术说明编号 968

KT -968 Interior Primer
科奥特抗碱底漆968

内墙遮盖型底漆，附着力特强，
确保各类面漆粘结牢固。

绿色环保

极佳附着力

涂刷面积大

可用于各类不同墙体材料

KRAUTOL内墙涂料系列选用优质原材料， 德国DAW SE集团品牌 , 符合国家

环保标准要求，适用于酒店等建筑精装。

成　份 水性合成树脂乳液、 填料、 填充剂、助剂、去离子水

光　泽 哑光

理论覆盖率 约10平方米/升/遍,实际用量因施工中的因素不同而不同

干结时间 表       干: 约1小时(在温度23°C和相对湿度50%条件下) 

                     重涂时间: 约4小时(在温度23°C和相对湿度50%条件下)

固含量 约28.3%

比　重 约1.25 kg/L

耐候性 良好 

安全性 原料不含铅和汞

颜　色 白色

工　具    漆刷、滚筒

稀　释    可用清水稀释，稀释比例为5-10%

湿漆膜厚度    理论值：约100微米（一遍）

干漆膜厚度    理论值：约35微米（一遍）

施工条件    在8°C以上及相对湿度85%以下施工

工具清洗    使用后，请立即用清水清洗

备    注    不要在阳光直射下施工

保质期             保存期在未开桶情况下可保存2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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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表面处理                            内墙腻子 

                                                                 

   

                                           粉化表面 

                                                                 

                                           发霉表面 

   

施工方法   a. 施工前应先阅读使用说明。

                                           b. 打开罐后应略为搅拌。

                                           c. 按照说明加入适量清水，切勿过量稀释，并均匀搅拌。

                                           d. 避免让漆刷或滚筒沾上过量油漆。

                                           e. 施工后应立即清洗工具。

                                           f. 已用过的油漆不要倒回原包装内。

涂装系统    在经过表面处理后的基面上，直接施工一遍科奥特抗碱底漆968，之后可以施工

                                           科奥特墙面漆268。

本产品完全符合国家标准GB/T9756-2009《合成树脂乳液内墙涂料》(底漆要求);    

GB 18582-2008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水性墙面涂料)。

执行标准

1. 使用所有产品时，请遵照BS6150:1991建筑涂料规则与BS8000:1989:12章:

    建筑场地作业规则。

2. 以上技术资料信息由德爱威(中国)有限公司提供，我司确保以上信息的准确性，

    但由于产品的施工条件不可控制，使用效果上将有可能略有差异。

3. 如需进一步索取资料及查询，请致电与我司销售部门联系。使用产品前请确认

    您已掌握了有关的最新信息。

资料概要

KRAUTOL属DAW SE 注册商标。商标声明 

1. 腻子干透后，用细砂纸磨平，除粉。

2. 如要求更耐用，可在刮腻子前先刷一遍已稀释的科奥特加固剂。

3. 腻子切勿太松软。

1. 尽可能除去粉尘。

2. 刷一遍已稀释的科奥特底漆。

1. 擦去霉菌。

2. 刷一遍洗霉水，待24-48小时干透，刷一遍已稀释的科奥特底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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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奥特加固剂108

KT-108 
SEALER



适用于混凝土、砂浆层及各种轻质隔断墙的墙
面加固处理。

产品简介

技术说明编号 108

KT-108 Sealer
科奥特加固剂108

产品特点  绿色环保

                                           粘接强度高

                                           涂刷面积大

                                           超强渗透力

产品用途                           

    

技术参数                           

产品施工                          

产品包装                     15 升/桶

   

储存方法                    存放在阴凉干燥地方，严防霜冻

成　份    

理论覆盖率    

干结时间     

比　重    

粘    度   

PH   

颜　色   

水性聚合物乳液、 助剂、去离子水

10m²/L，实际用量因施工中的因素不同而不同

表        干：约1小时(在温度23°C和相对湿度50%条件下)

约1.01g/ml

50KU

8

无色透明

工　具 漆刷、滚筒

稀　释 基层处理：可加清水50-55%稀释后施工。如加水泥拉毛，不可稀释

施工条件 在5°C以上及相对湿度85%以下施工

工具清洗 使用后，请立即用清水清洗保质期。

保存期          在未开桶情况下可保存12个月

KRAUTOL加固剂经德国DAW SE集团研发部门认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精装修用加固

剂。是一种由水性聚合物乳液、多功能助剂组成的新型高渗透性材料，适用于混凝土、砂

浆层及各种轻质隔断墙的墙面加固处理。具有封闭性好、渗透性强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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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施工要点                      基层处理 基层应坚实、清洁、不晃动、无油污、无蜡渍、无混凝土养护剂和其它松散物。

                  基层套胶 用科奥特加固剂108套胶前须加50%~80%的水稀释并混合均匀，用滚刷涂布在

                                                            基层上涂布1-2遍，待完全干燥后，方可进行下一道工序。

                                     基层拉毛         将科奥特加固剂108与水泥(建议使用42.5普通硅酸盐水泥)按1:(2.0~2.5)

                                                        比例配成混合浆料，用拉毛滚在基层上涂刷1-2遍，厚度约2mm，待硬化后，

                                                        方可进入下一道工序。

注意事项                   施工时气温应在5°C~35°C之间; 

                                     拉毛时禁止加水使用，且搅拌好的浆料应在0.5小时内使用完毕; 

                                     贮存期间出现沉淀、分层属正常现象，使用前搅拌均匀即可。

配比用量                       套胶: 科奥特加固剂108:水=1:(0.5~0.8)(重量比)，每公斤产品可涂布 约10平方米; 

                                     拉毛: 科奥特加固剂108:水泥=1:(2.0~2.5)(重量比)，拉毛厚度为2mm 时，

                                     每平方米产品使用量约1kg;

涂装系统                    科奥特加固剂108(一遍)+ 科奥特抗碱底漆968(一遍)+科奥特墙面漆268( 两遍)

本产品完全符合行业标准 JC/T 907-2002 《混凝土界面处理剂》,GB/T 18583- 2008《室内装

饰装修材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执行标准

1. 使用所有产品时，请遵照BS6150:1991建筑涂料规则与BS8000:1989:12 章:建筑场地作业

    规则。

 2. 以上技术资料信息由德爱威(中国)有限公司提供，我司确保以上信息的准确 性，但由于产品的

     施工条件不可控制，使用效果上将有可能略有差异。

 3. 如需进一步索取资料及查询，请致电与我司销售部门联系。使用产品前请确认 您已掌握了有

     关的最新信息。

资料概要

KRAUTOL属DAW SE 注册商标。商标声明 

        

18科奥特产品手册

KRAUTOL PRODUCT
MANUAL

科奥特产品手册

KRAUTOL PRODUCT
MANUAL

17



20科奥特产品手册

KRAUTOL PRODUCT
MANUAL

科奥特产品手册

KRAUTOL PRODUCT
MANUAL

19

墙面漆268

KT - 268 
INTERIOR 
COATING



产品简介

技术说明编号 268

KT - 268 Interior Coating
科奥特墙面漆268

产品施工                  工　具    漆刷、滚筒、喷枪

  稀　释    可用清水稀释，稀释比例为5-10%

  湿漆膜厚度    理论值：约100微米（一遍）

  干漆膜厚度    理论值：约39微米（一遍）

  施工条件    在8°C以上及相对湿度85%以下施工

  工具清洗    使用后，请立即用清水清洗

  

产品包装    15L/桶

储存方法      存放在阴凉干燥地方，严防霜冻

产品特点  

产品用途 

技术参数                成　份    水性合成树脂乳液、钛白粉、填料、颜料、助剂及去离子水

   光　泽    哑光

   理论覆盖率    约12平方米/升/遍，实际用量因施工中的因素不同而不同

   干结时间    表        干：约1小时（在温度23°C和相对湿度50%条件下）

      重涂时间：约4小时（在温度23°C和相对湿度50%条件下）

   比　重    约1.58 kg/L（调色后影响比重）

   耐候性    良好

   安全性    原料不含铅和汞

   颜　色    白色及浅色

内墙净味、环保、高遮盖力、易施工墙面漆。

环保净味

高遮盖力

耐擦洗

涂刷面积大

KRAUTOL内墙涂料系列选用优质原材料， 德国DAW SE集团品牌 , 符合国家环保标准要求，

适用于酒店等建筑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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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表面处理                          内墙腻子 

                                                                

  

                                           粉化表面 

                                                                 

                                           发霉表面 

   

施工方法   

涂装系统      科奥特抗碱底漆968(一遍)+ 科奥特墙面漆268(两遍)

1. 腻子干透后，用细砂纸磨平，除粉。

2. 如要求更耐用，可在刮腻子前先刷一遍已稀释的科奥特加固剂。

3. 腻子切勿太松软。

1. 尽可能除去粉尘。

2. 刷一遍已稀释的科奥特底漆。

1. 擦去霉菌。

2. 刷一遍洗霉水，待24-48小时干透，刷一遍已稀释的科奥特底漆。

本产品完全符合国家标准GB/ T9756-2009《合成树脂乳液内墙涂料》(一等品)，

GB18582-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水性墙面 涂料)。

执行标准

1. 使用所有产品时，请遵照BS6150:1991建筑涂料规则与BS8000:1989:12 章:建筑场

    地作业规则。 

2 .以上技术资料信息由德爱威(中国)有限公司提供，我司确保以上信息的准确 性，但由于

    产品的施工条件不可控制，使用效果上将有可能略有差异。 

3.如需进一步索取资料及查询，请致电与我司销售部门联系。使用产品前请确认 您已掌握

   了有关的最新信息。

资料概要

KRAUTOL属DAW SE 注册商标。商标声明 

a. 施工前应先阅读使用说明。

b. 打开罐后应略为搅拌。

c. 按照说明加入适量清水，切勿过量稀释，并均匀搅拌。

d. 避免让漆刷或滚筒沾上过量油漆。

e. 施工后应立即清洗工具。

f. 已用过的油漆不要倒回原包装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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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奥特墙面漆298

KT - 298 
INTERIOR 
COATING



产品简介

技术说明编号 298

KT - 298 Interior Coatings
科奥特墙面漆298

产品施工                  工　具    漆刷、滚筒、喷枪

  稀　释    可用清水稀释，稀释比例为5-10%

  湿漆膜厚度    理论值:约80微米(一遍)

  干漆膜厚度    理论值:约35微米(一遍)

  施工条件    在8°C以上及相对湿度85%以下施工

  工具清洗    使用后，请立即用清水清洗

  

产品包装    15L/桶

储存方法      存放在阴凉干燥地方，严防霜冻

产品特点                             无气味，符合环保要求

                                            特效防霉配方，能有效抑制霉菌生长

                                            具特强遮盖力

                                            干漆膜具良好抗湿擦性

                                            致密漆膜减少污垢附着

产品用途    KRAUTOL内墙涂料系列选用优质原材料， 德国DAW SE集团品牌 , 符合国家环保标准要求，

                                            适用于酒店等建筑精装。

技术参数                成　份    丙烯酸乳液、钛白粉、填料、颜料、助剂及水

   光　泽    哑光

   理论覆盖率    约12平方米/升/遍

   干结时间    表        干：约1小时(在温度23°C和相对湿度50%条件下)

      重涂时间：约12小时(在温度23°C和相对湿度50%条件下)

   比　重    约1.46kg/L（调色后影响比重）

   耐候性    良好

   安全性    原料不含铅和汞

   颜　色    白色，可调浅色

顶级内墙墙面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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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表面处理                          内墙腻子 

                                                                

  

                                           粉化表面 

 

   

施工方法   a. 施工前应先阅读使用说明。

                                           b. 打开罐后应略为搅拌。

                                           c. 按照说明加入适量清水，切勿过量稀释，并均匀搅拌。

                                           d. 避免让漆刷或滚筒沾上过量油漆。

                                           e. 施工后应立即清洗工具。

                                           f. 已用过的油漆不要倒回原包装内。

涂装系统      科奥特抗碱底漆968(一遍)+ 科奥特墙面漆298(两遍)。

1. 腻子干透后，用细砂纸磨平，除粉。

2. 如要求更耐用，可在刮腻子前先刷科奥特加固剂108。 

3.腻子需加固。

1. 尽可能除去粉尘。

2. 涂刷一遍已稀释的科奥特底漆。

本产品完全符合国家标准GB/ T9756-2009《合成树脂乳液内墙涂料》（优等

品），GB18582-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水性墙面涂料）。

执行标准

1. 使用所有产品时，请遵照BS6150:1991建筑涂料规则与BS8000:1989:12章:

    建筑场地作业规则。

2. 以上技术资料信息由德爱威(中国)有限公司提供，我司确保以上信息的准确性，但由于产品的

    施工条件不可控制，使用效果上将有可能略有差异。

3. 如需进一步索取资料及查询，请致电与我司销售部门联系。使用产品前请确认您已掌握了有关

    的最新信息。

资料概要

KRAUTOL，属DAW SE 注册商标。商标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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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奥特内墙底漆K001

KRAUTOL
WP UNI
K001



产品简介

技术说明编号 K001

KRAUTOL WP UNI K001
科奥特内墙底漆K001

施工方法                  刷涂、滚涂、无气喷涂

涂装体系

施工条件

干燥时间

工具清洗

产品特点  

应用领域

技术参数                成　份    合成乳液

   光　泽    哑光

   产品颜色    白色

      包装规格    5L、15L塑料桶

   产品储存    存放在阴凉处 (5–35℃)，并防霜冻，密封储存。

   适用基面

                                            基面处理

                                            产品用量    

白色遮盖型底漆，哑光。

粘结力强

附着力好

透气性好

吸收均衡

干燥快

适合高端住宅、酒店、公寓、学校、医院等建筑。
用于室内矿质基面白色遮盖型底漆。本品被证实是一种在光滑表面具有优良附着力的底漆，
与随后在其上施工的合成树脂基涂料和砂浆具有很好的兼容性。KRAUTOL WP UNI内墙底
漆是一种低VOC产品。

基面必须结实、干燥、干净，并且没有任何可能影响附着力的物质。
基层的含水率应低于10%，PH值小于10。

去除灰尘、油渍及疏松物质。
对于疏松的表面或基层，请咨询我们的技术服务人员，以获得合适的处
理方法，或使用特殊的底漆。

理论耗漆量：每道100-125ml/㎡（未稀释）
准确耗漆量必须经试涂后确定。

在经过表面处理后的基面上，直接施工一遍通用内墙底漆，之后可以施工
KRAUTOL内墙面漆。

请不要在低温（低于5℃）, 潮湿（相对湿度高于 85%）, 或霜冻条件下施工。
同时应避免基面在夏季太阳直射下进行施工。

在温度23°C和相对湿度50%条件下：
表干时间 – 约1小时 
重涂时间 – 约4小时   
在温度较低或相对湿度较高的情况下，干燥时间会延长。

注意事项 置于儿童和动物接触不到的地方。如不慎溅在眼睛、脸部、皮肤或手上，请迅
速用大量清水冲洗。施工和干燥过程中应保持良好的通风。不要将残液倒入下
水道、河道或地面。

施工完毕后或长时间中断施工时，立即用清水洗净所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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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奥特内墙墙面漆K002

KRAUTOL
EASY
RAPID
K002



产品简介

技术说明编号 K002

KRAUTOL EASY RAPID K002
科奥特内墙墙面漆K002

施工方法                  刷涂、滚涂、无气喷涂

涂装体系

施工条件

干燥时间

工具清洗

产品特点  

应用领域

技术参数                成　份    合成乳液

   光　泽    哑光

   产品颜色    产品颜色 白色，可调浅色

      包装规格    5L、15L塑料桶

   产品储存    存放在阴凉处 (5–35℃)，并防霜冻，密封储存。

   适用基面

                                            基面处理

                                            产品用量    

合成乳液内墙涂料，哑光

水性可稀释
耐洗擦
透气性好
气味低
易施工
快干

高品质稳定的，适用于高端住宅、酒店、公寓、学校、医院等建筑中室内墙面及天花板的哑光
涂料。本品快干，无挥发和残留气味，施工性好、遮盖力强，适用于重新装修或新装修的内墙
装饰，如办公楼、厂房、公寓等建筑。KRAUTOL EASY RAPID墙面漆是一歀低VOC产品。

基面必须结实、干燥、干净，并且没有任何可能影响附着力的物质。
基层的含水率应低于10%，PH值小于10。

去除灰尘、油渍及疏松物质。
对于疏松的表面或基层，请咨询我们的技术服务人员，以获得合适的处
理方法，或使用特殊的底漆。

理论耗漆量：每道约- 125ml / m²
准确耗漆量必须经试涂后确定。

通常第一道使用KRAUTOL WP UNI内墙底漆进行涂刷。
兑水稀释或未经兑水稀释的KRAUTOL EASY RAPID墙面漆可作为中层和面
漆使用。为避免接痕问题，可采用“湿碰湿”的方法进行连续施工。

请不要在低温（低于5℃）, 潮湿（相对湿度高于 85%）, 或霜冻条件下施工。
同时应避免基面在夏季太阳直射下进行施工。

在温度23°C和相对湿度50%条件下：
表干时间 – 约1小时 
重涂时间 – 约4小时   
大约3天以后完全干燥。在温度较低或相对湿度较高的情况下，干燥时间会延长。

注意事项 置于儿童和动物接触不到的地方。如不慎溅在眼睛、脸部、皮肤或手上，请迅
速用大量清水冲洗。施工和干燥过程中应保持良好的通风。不要将残液倒入下
水道、河道或地面。

施工完毕后或长时间中断施工时，立即用清水洗净所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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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奥特内墙墙面漆K003

KRAUTOL
EASY
RAPID
Color



产品简介

技术说明编号 K003

KRAUTOL EASY RAPID Color K003
科奥特内墙墙面漆K003

施工方法                  刷涂、滚涂、无气喷涂

涂装体系

施工条件

干燥时间

工具清洗

产品特点  

产品用途

技术参数                成　份    合成乳液

   光　泽    哑光

   产品颜色    须调色后方可使用，只可调深色

      包装规格    5L(调色后)塑料桶

   产品储存    存放在阴凉处 (5–35℃)，并防霜冻，密封储存。

   适用基面

                                            基面处理

                                            产品用量    

合成乳液内墙涂料，调色基础漆，哑光

水性可稀释

调色后遮盖力佳

透气性好

气味低

易施工

快干

基面必须结实、干燥、干净，并且没有任何可能影响附着力的物质。
基层的含水率应低于10%，PH值小于10。

去除灰尘、油渍及疏松物质。
对于疏松的表面或基层，请咨询我们的技术服务人员，以获得合适的处
理方法，或使用特殊的底漆。

理论耗漆量：每道约- 125ml / m²（未稀释）
准确耗漆量必须经试涂后确定。

通常第一道使用KRAUTOL WP UNI内墙底漆进行涂刷。
兑水稀释或未经兑水稀释的KRAUTOL EASY RAPID Color墙面漆可作为中
层和面漆使用。为避免接痕问题，可采用“湿碰湿”的方法进行连续施工。
对于一些特殊深色，可能需要多施工一遍面漆。

请不要在低温（低于5℃）, 潮湿（相对湿度高于 85%）, 或霜冻条件下施工。
同时应避免基面在夏季太阳直射下进行施工。

在温度23°C和相对湿度50%条件下：
表干时间 – 约1小时 
重涂时间 – 约4小时   
大约3天以后完全干燥。在温度较低或相对湿度较高的情况下，干燥时间会延长。

注意事项 置于儿童和动物接触不到的地方。如不慎溅在眼睛、脸部、皮肤或手上，请迅
速用大量清水冲洗。施工和干燥过程中应保持良好的通风。不要将残液倒入下
水道、河道或地面。

施工完毕后或长时间中断施工时，立即用清水洗净所有工具。

调色基础漆，须调色后方可使用。调色后的KRAUTOL EASY RAPID Color墙面漆适用于室内

墙面。本品快干，无挥发和残留气味，施工性好、遮盖力强，适用于高端住宅、酒店、公寓、学

校、医院等建筑。KRAUTOL EASY RAPID Color墙面漆是一歀低VOC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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