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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水性空气净化漆，按质量百分比计，所

述水性空气净化漆包括以下成分：改性丙烯酸树

脂25％～35％，颜料20％～30％，填料10％～

20％，轻稀土元素3％～7％，激活剂1％，催化剂

0.5％，助剂2.5％。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水性空气

净化漆的制备方法。本发明提供的水性空气净化

漆能够保持现有装饰作用、消除空气中有害物、

增加空气中负氧离子浓度的水性空气净化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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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性空气净化漆，其特征在于，按质量百分比计，所述水性空气净化漆包括以下

成分：改性丙烯酸树脂25％～35％，颜料20％～30％，填料10％～20％，轻稀土元素3％～

7％，激活剂1％，催化剂0.5％，助剂2.5％。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性空气净化漆，其特征在于，所述轻稀土元素为铈、铺、钕、矩、

钐中的至少一种，所述轻稀土元素在所述激活剂、所述催化剂及所述助剂的三重作用下向

空气中不断释放带电离子。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性空气净化漆，其特征在于，所述颜料以颗粒状分散在所述水

性空气净化漆内，所述颜料选自朱砂粉、红土粉、雄黄粉、铜绿粉、钛白粉、锌白粉、铬黄粉、

红丹粉、铁蓝粉及酞菁蓝粉中的至少一种。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性空气净化漆，其特征在于，所述填料选自碳酸钙、重晶石粉、

滑石粉、高岭土、多孔粉石英、白碳黑、沉淀硫酸钡、云母粉、硅灰石及膨润土中的至少一种。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性空气净化漆，其特征在于，所述激活剂选自铜、锰、金中的至

少一种。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性空气净化漆，其特征在于，所述助剂为分散剂、乳化剂、消泡

剂、润湿剂、流平剂、增稠剂、防流挂剂、成膜助剂、固化剂、催干剂、触变剂、防霉剂、紫外光

吸收剂、阻燃剂、放静电剂中的至少一种。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性空气净化漆，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性空气净化漆还包括去离

子水。

8.一种水性空气净化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步骤：

按质量百分比计，将改性丙烯酸树脂25％～35％，颜料20％～30％，填料10％～20％，

轻稀土元素3％～7％，激活剂1％，催化剂0.5％，助剂2.5％在机械搅拌下按顺序依次加入

一反应釜内，得到一分散均匀的水性空气净化漆。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水性空气净化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步骤：

用增稠剂调整所述水性空气净化漆的粘度；

检验；

检验合格后过滤、包装；及

入库。

10.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水性空气净化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轻稀土元素为

铈、铺、钕、矩、钐中的至少一种，所述轻稀土元素在所述激活剂、所述催化剂及所述助剂的

三重作用下向空气中不断释放带电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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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空气净化漆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涂料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水性空气净化漆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乳胶涂料诞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下期，是以丙烯酸酯共聚乳液为代表

的一大类合成树脂乳液涂料。乳胶漆是水分散性涂料，它是以合成树脂乳液为基料，填料经

过研磨分散后加入各种助剂精制而成的涂料。乳胶漆具备了与传统墙面涂料不同的众多优

点，如易于涂刷、干燥迅速、漆膜耐水、耐擦洗性好等。在我国，人们习惯上把合成树脂乳液

为基料，以水为分散介质，加入颜料、填料(亦称体质颜料)和助剂，经一定工艺过程制成的

涂料，叫做乳胶漆，也叫乳胶涂料。所述乳胶漆广泛应用于建筑行业中的墙面上，然而，大部

分乳胶漆并不具有净化空气的作用，而且还含有少量的有害物质，不利于人体健康，污染空

气。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一种能够保持现有装饰作用、消除空气中有害物、增加空气

中负氧离子浓度的水性空气净化漆。

[0004] 还有必要提供一种上述水性空气净化漆的制备方法。

[0005] 一种水性空气净化漆，按质量百分比计，所述水性空气净化漆包括以下成分：改性

丙烯酸树脂25％～35％，颜料20％～30％，填料10％～20％，轻稀土元素3％～7％，激活剂

1％，催化剂0.5％，助剂2.5％。

[0006] 进一步地，所述轻稀土元素为铈、铺、钕、矩、钐中的至少一种，所述轻稀土元素在

所述激活剂、所述催化剂及所述助剂的三重作用下向空气中不断释放带电离子。

[0007] 进一步地，所述颜料以颗粒状分散在所述水性空气净化漆内，所述颜料选自朱砂

粉、红土粉、雄黄粉、铜绿粉、钛白粉、锌白粉、铬黄粉、红丹粉、铁蓝粉及酞菁蓝粉中的至少

一种。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填料选自碳酸钙、重晶石粉、滑石粉、高岭土、多孔粉石英、白碳黑、

沉淀硫酸钡、云母粉、硅灰石及膨润土中的至少一种。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激活剂选自铜、锰、金中的至少一种。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助剂为分散剂、乳化剂、消泡剂、润湿剂、流平剂、增稠剂、防流挂

剂、成膜助剂、固化剂、催干剂、触变剂、防霉剂、紫外光吸收剂、阻燃剂、放静电剂中的至少

一种。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水性空气净化漆还包括去离子水。

[0012] 一种水性空气净化漆的制备方法，包括步骤：将改性丙烯酸树脂25％～35％，颜料

20％～30％，填料10％～20％，轻稀土元素3％～7％，激活剂1％，催化剂0.5％，助剂2.5％

在机械搅拌下按顺序依次加入一反应釜内，得到一分散均匀的水性空气净化漆。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水性空气净化漆的制备方法，还包括步骤：用增稠剂调整所述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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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净化漆的粘度；检验；检验合格后过滤、包装；及入库。

[0014] 进一步地，所述轻稀土元素为铈、铺、钕、矩、钐中的至少一种，所述轻稀土元素在

所述激活剂、所述催化剂及所述助剂的三重作用下向空气中不断释放带电离子。

[0015] 本发明提供的水性空气净化漆及其制备方法，在所述水性空气净化漆中加入了按

质量百分比计的3％～7％轻稀土元素、1％的激活剂，0.5％的催化剂及2.5％的助剂，可以

使得所述轻稀土元素在所述激活剂、所述催化剂及所述助剂的三重作用下向空气中不断释

放带电离子，当这些带电离子与空气中有害物结合时，所述有害物质被改变了结构，化有害

为无害；当负离子与空气中的尘埃(带正电)相结合时，相互吸引，产生“滚雪球”效应，所述

尘埃(带正电)的体积、重量不断增大而沉降到地面，从而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当负离子和

空气中氧离子结合，使氧离子带负电，从而产生负氧离子，进而可以增加空气中负氧离子浓

度，从而有益于人体健康。另外，所述水性空气净化漆还可以保持现有装饰作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为能进一步阐述本发明达成预定发明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及功效，以下结合较

佳实施方式，对本发明提供的水性空气净化漆及其制备方法的具体实施方式、结构、特征及

其功效，作出如下详细说明。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

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

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7]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发明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

体的实施例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发明。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及/或”包括一个或多个相

关的所列项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

[0018] 本发明较佳实施方式提供一种水性空气净化漆，按质量百分比计，所述水性空气

净化漆包括以下成分：改性丙烯酸树脂25％～35％，颜料20％～30％，填料10％～20％，轻

稀土元素3％～7％，激活剂1％，催化剂0.5％，助剂2.5％。

[0019] 其中，所述轻稀土元素为铈、铺、钕、矩、钐等中的至少一种，所述轻稀土元素在所

述激活剂、所述催化剂及所述助剂的三重作用下向空气中不断释放带电离子，当这些带电

离子与空气中有害物结合时，所述有害物质被改变了结构，化有害为无害；当负离子与空气

中的尘埃(带正电)相结合时，相互吸引，产生“滚雪球”效应，所述尘埃(带正电)的体积、重

量不断增大而沉降到地面，从而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当负离子和空气中氧离子结合，使氧

离子带负电，从而产生负氧离子，进而可以增加空气中负氧离子浓度，从而有益于人体健

康。

[0020] 其中，所述颜料以颗粒状分散在所述水性空气净化漆内，所述颜料选自朱砂粉、红

土粉、雄黄粉、铜绿粉、钛白粉、锌白粉、铬黄粉、红丹粉、铁蓝粉及酞菁蓝粉中的至少一种。

在本实施方式中，所述颜料为钛白粉。

[0021] 其中，所述填料选自碳酸钙、重晶石粉、滑石粉、高岭土、多孔粉石英、白碳黑、沉淀

硫酸钡、云母粉、硅灰石及膨润土中的至少一种。

[0022] 其中，所述激活剂选自铜、锰、金等元素周期表中的元素中的至少一种。

[0023] 其中，所述助剂主要用来改善所述水性空气净化漆的某一性能并协同所述激活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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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所述催化剂使得所述轻稀土元素向空气中不断释放带电离子。

[0024] 具体地，所述助剂为分散剂、乳化剂、消泡剂、润湿剂、防沉剂、防结皮剂、流平剂、

增稠剂、防流挂剂、成膜助剂、固化剂、催干剂、防霉剂、紫外光吸收剂、阻燃剂、放静电剂等

中的至少一种。

[0025] 其中，所述分散剂、所述乳化剂、所述消泡剂、所述润湿剂等用来改善所述水性空

气净化漆生产过程中的性能；所述防沉剂及所述防结皮剂等用来改善所述水性空气净化漆

的贮存稳定性等；所述流平剂、所述增稠剂、所述防流挂剂、所述成膜助剂、所述固化剂及所

述催干剂等用来改善所述水性空气净化漆的施工性和成膜性等；所述防霉剂、所述紫外光

吸收剂、所述阻燃剂及所述放静电剂等用来改善所述水性空气净化漆的某些特殊性能。

[0026] 其中，所述分散剂用于均已分散那些难于溶解于液体中的无机或有机颜料的固体

及液体颗粒，同时也能防止颗粒的沉降和凝聚，并可以增加油性以及水性组分在同一体系

中的相容性。常用的无机分散剂有硅酸盐类(例如水玻璃)和碱金属磷酸盐类(例如三聚磷

酸钠、六偏磷酸钠和焦磷酸钠等)。有机分散剂包括三乙基己基磷酸、十二烷基硫酸钠、甲基

戊醇、纤维素衍生物、聚丙烯酰胺、古尔胶、脂肪酸乙二醇酯等。

[0027] 其中，所述乳化剂使两种或两种以上互不相溶的组分的混合溶液形成稳定的乳状

液的一类化合物。

[0028] 其中，所述消泡剂用于降低水、溶液、悬浮液等的表面张力，防止泡沫形成，或使原

有泡沫减少或消灭的物质。所述消泡剂可以选用有机硅类、聚醚类、聚醚改性聚硅氧烷类等

消泡剂中的至少一种。

[0029] 其中，所述润湿剂是通过降低其表面能，能使固体物料更易被水浸湿的物质的表

面活性剂。所述润湿剂可以为磺化油、肥皂、拉开粉BX、大豆卵磷脂、硫醇类、酰肼类和硫醇

缩醛类等中的至少一种。

[0030] 其中，所述防沉剂是一类涂料的流变控制剂，它使涂料具有触变性，粘度大大提

高。所述防沉剂可以选用有机膨润土、蓖麻油衍生物、气相二氧化硅、聚烯烃蜡(微粒)、改性

氢化蓖麻油、改性聚脲的N一甲基吡咯烷酮溶液、钛酸酯偶联剂、聚酰胺蜡系列等中的至少

一种。

[0031] 其中，所述防结皮剂是用来防止涂料结皮关系到涂料的干燥，业界常用的防结皮

剂是纯甲乙酮肟。

[0032] 其中，所述流平剂是一种常用的涂料助剂，它能促使涂料在干燥成膜过程中形成

一个平整、光滑、均匀的涂膜，能有效降低涂饰液表面张力，提高其流平性和均匀性的一类

物质，可改善涂饰液的渗透性，能减少刷涂时产生斑点和斑痕的可能性，增加覆盖性，使成

膜均匀、自然。流平剂种类很多，不同涂料所用的流平剂种类也不尽相同。在溶剂型涂饰剂

中可用高沸点溶剂(如异佛尔酮、二丙酮醇、Solvesso150等)或丁基纤维素。在水基型涂饰

剂中则用表面活性剂或聚丙烯酸、羧甲基纤维素等。

[0033] 所述增稠剂又称胶凝剂，是一种能增加胶乳、液体粘度的物质，用于食品时又称糊

料。增稠剂可以提高物系粘度，使物系保持均匀的稳定的悬浮状态或乳浊状态，或形成凝

胶；大多数增稠剂兼具乳化作用。可分为天然和合成两大类。天然品大多数从含多糖类粘性

物质的植物和海藻类制取，如淀粉、阿拉伯胶、果胶、琼脂、明胶、海藻胶、角叉胶、糊精等，通

用明胶、可溶性淀粉、多糖衍生物等可用于化妆品；合成品有羧甲基纤维素、丙二醇藻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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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酯、甲基纤维素、淀粉磷酸钠、羧甲基纤维素钠、藻蛋白酸钠、酪蛋白、聚丙烯酸钠、聚氧乙

烯、聚乙烯吡咯烷酮等。

[0034] 所述防流挂剂是指可以提高油漆的粘度，在油漆固化或施工过程中可以阻止流挂

的一类化合物。绝对大多数这类化合物可以使油漆具有稠变形。改性的粘土是醇酸涂料体

系的主要触变助剂。改性膨润土在油漆中通过氢键形成凝胶结构。他们可以加在研磨料中，

通过研磨破坏聚集结构，或者以预先凝胶的方式加入。

[0035] 所述成膜助剂又称聚结助剂。能促进高分子化合物塑性流动和弹性变形，改善聚

结性能，能在较广泛施工温度范围内成膜的物质。是一种易消失的增塑剂。常用的为醚醇类

高聚物的强溶剂，如丙二醇丁醚、丙二醇甲醚醋酸酯等。

[0036] 所述固化剂又名硬化剂、熟化剂或变定剂，是一类增进或控制固化反应的物质或

混合物。树脂固化是经过缩合、闭环、加成或催化等化学反应，使热固性树脂发生不可逆的

变化过程，固化是通过添加固化(交联)剂来完成的。固化剂按化学成分为：脂肪族胺类、芳

族胺类、酰胺基胺类、潜伏固化胺类及尿素替代物。

[0037] 其中，所述水性空气净化漆还包括去离子水。其中，所述去离子水作为所述水性空

气净化漆的溶剂。

[0038]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水性空气净化漆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9] 第一步，将改性丙烯酸树脂25％～35％，颜料20％～30％，填料10％～20％，轻稀

土元素3％～7％，激活剂1％，催化剂0.5％，助剂2.5％在机械搅拌下按顺序依次加入一反

应釜内，得到一分散均匀的水性空气净化漆。

[0040] 第二步，用增稠剂调整所述水性空气净化漆的粘度；

[0041] 第三步，检验；

[0042] 第四步，检验合格后过滤、包装；及

[0043] 第五步，入库。

[0044] 其中，在第一步中，所述轻稀土元素为铈、铺、钕、矩、钐等中的至少一种。

[0045] 本发明提供的水性空气净化漆及其制备方法，在所述水性空气净化漆中加入了按

质量百分比计的3％～7％轻稀土元素、1％的激活剂，0.5％的催化剂及2.5％的助剂，可以

使得所述轻稀土元素在所述激活剂、所述催化剂及所述助剂的三重作用下向空气中不断释

放带电离子，当这些带电离子与空气中有害物结合时，所述有害物质被改变了结构，化有害

为无害，从而消除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当负离子与空气中的尘埃(带正电)相结合时，相互吸

引，产生“滚雪球”效应，所述尘埃(带正电)的体积、重量不断增大而沉降到地面，从而达到

净化空气的目的；当负离子和空气中氧离子结合，使氧离子带负电，从而产生负氧离子，进

而可以增加空气中负氧离子浓度，从而有益于人体健康。另外，所述水性空气净化漆还可以

保持现有装饰作用。

[0046]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式而已，并非对本发明任何形式上的限制，虽

然本发明已是较佳实施方式揭露如上，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

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内，当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做出些许更动或修饰为等

同变化的等效实施方式，但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

上实施方式所做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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