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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环保型防水涂料的制作

方法，具有优异的环保性能，无毒无味，施工及施

工后涂膜表面不会产生刺激性气味，对人的身体

没有任何影响，绿色安全，而且具有良好的弹性、

柔韧性、耐水性和防水性；以聚氨酯树脂和醇酸

树脂为基料、添加有云母粉、醇酸树脂和石墨烯，

使涂层更加致密，增强了涂料对基材的附着力，

提高了涂料层的耐冲击性能、耐磨性和抗腐蚀

性，增强涂料的使用寿命；并配合成膜助剂，得到

的涂层稳定，坚韧，可以牢固的黏结在基面上，产

生长久有效的防水保护效；且本发明的涂料制作

工艺简单，可以直接涂刷，操作方便，坚硬度好，

使用寿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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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环保型防水涂料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准备制作原料，按质量份数比计，原料各成分组成如下：

聚氨酯树脂90-100份、环氧树脂12-16份、醇酸树脂4-10份、石墨烯6-10份、云母粉2-3

份、活性剂3-8份、成膜助剂2-4份、消泡剂0.1-0.3份、增塑剂2-7份、防老剂0.5-1.5份、去离

子水5-20份；

S2、制作混合树脂，

将90-100重量份的聚氨酯树脂和4-10重量份的醇酸树脂混合，在40-50℃温度的条件

下搅拌均匀，得到混合树脂备用；

S3、制作水性环氧树脂，

将12-16重量份的环氧树脂和5-20重量份的去离子水混合搅拌均匀，得到水性环氧树

脂；

S4、清洗石墨烯，

采用去离子水超声波清洗6-10重量份的石墨烯，清洗时间为25-40min，之后，再置于恒

温65-80℃的干燥箱中干燥4.5-6h，完成清洗工作；

S5、制备填料组份，

将步骤S4中清洗过后的石墨烯和2-3重量份的云母粉加入到步骤S3中得到的水性环氧

树脂内，加热搅拌反应10-20分钟，加热温度为40-45℃，形成填料组份；

S6、制作混合浆料，

将上述步骤S2中得到的混合树脂与步骤S5中形成的填料组份一起倒入搅拌罐中，加热

到60-80℃进行搅拌，得混合浆料；

S7、制备成品涂料，

将3-8重量份的活性剂、2-4重量份的成膜助剂、0.1-0.3重量份的消泡剂、2-7重量份的

增塑剂和0.5-1.5重量份的防老剂加入步骤S6中得到的混合浆料中，升温到138-142℃，调

整转速至400-600r/min，恒温搅拌搅拌1-2h，得到成品涂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型防水涂料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1中

的原料各成分组成，按质量份数比计为：聚氨酯树脂90份、环氧树脂12份、醇酸树脂4份、石

墨烯6份、云母粉2份、活性剂3份、成膜助剂2份、消泡剂0.1份、增塑剂2份、防老剂0.5份、去

离子水5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型防水涂料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1中

的原料各成分组成，按质量份数比计为：聚氨酯树脂100份、环氧树脂16份、醇酸树脂10份、

石墨烯10份、云母粉3份、活性剂8份、成膜助剂4份、消泡剂0.3份、增塑剂7份、防老剂1.5份、

去离子水20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型防水涂料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1中

的原料各成分组成，按质量份数比计为：聚氨酯树脂95份、环氧树脂14份、醇酸树脂7份、石

墨烯8份、云母粉2.5份、活性剂6份、成膜助剂3份、消泡剂0.2份、增塑剂4份、防老剂1份、去

离子水15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型防水涂料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活性剂为

全氟烷氧基羧酸。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型防水涂料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成膜助剂为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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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二醇、丙二醇丁醚、丙二醇甲醚醋酸酯中的一种。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型防水涂料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消泡剂为硬脂

酸盐类消泡剂或有机硅类消泡剂。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型防水涂料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增塑剂为氯化

石蜡、对苯二甲酸二辛酯或150号溶剂油中的一种或多种；邻苯二甲酸二癸酯、邻苯二甲酸

二壬酯、苯甲酸二醇酯、癸二酸二乙酯、癸二酸二异丙酯、癸二酸二丁酯、癸二酸二辛酯中的

一种或几种的混合物。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型防水涂料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防老剂为1，2-

二氢-2，2，4-三甲基喹啉的均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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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环保型防水涂料的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环保涂料制作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环保型防水涂料的制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涂料是一种涂布于物体表面并在一定条件下形成薄膜而起到保护、装饰和特定的

作用的一类液体或固定材料，随着经济的发展，涂料在工农业、国防、科研和人民生活中得

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随着工业的发展，涂料品种日益增多，质量和性能不断提高，涂料单

纯的起到保护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了，尤其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防水，防潮也越来越

受关注，因而防水涂料将是未来的市场需求趋势；然而现有的防水涂料中含有有毒成分，严

重的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

[0003] 防水涂料是指涂料形成的涂膜能够防止水渗漏的一种涂料。防水涂料经固化后形

成的防水薄膜具有一定的延伸性、弹塑性、抗裂性、抗渗性及耐候性，能起到防水、防渗和保

护作用。防水涂料有良好的温度适应性，操作简便，易于维修与维护。随着国内外建筑业的

发展，防水涂料的使用更加广泛。

[0004] 市场上的防水材料主要一类为聚氨酯类防水涂料，这类材料一般是由聚氨脂与煤

焦油作为原材料制成。它所挥发的焦油气毒性大，且不容易清除，因此于2000年在中国被禁

止使用。尚在销售的聚氨脂防水涂料，是用沥青代替煤焦油作为原料。但在使用这种涂料

时，一般采用含有甲苯、二甲苯等有机溶剂来稀释，因而也含有毒性；目前市场上常用的防

水涂料为双组份型防水涂料，其成分之一为乳胶液，为了提高涂料的成膜性能，通常在乳胶

液中加入了有机溶剂，从而使得挥发性有机溶剂及游离甲醛的含量较高，在施工过程中会

产生刺激性气味，刺激人的皮肤和呼吸系统，危刺激人体皮肤和黏膜，长期接触易致癌，危

害人体的健康。

[0005] 因此，研制一种环保型防水涂料尤为重要。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环保型防水涂料的制作方法，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

提出的问题。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环保型防水涂料的制作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0008] S1、准备制作原料，按质量份数比计，原料各成分组成如下：

[0009] 聚氨酯树脂90-100份、环氧树脂12-16份、醇酸树脂4-10份、石墨烯6-10份、云母粉

2-3份、活性剂3-8份、成膜助剂2-4份、消泡剂0.1-0.3份、增塑剂2-7份、防老剂0.5-1.5份、

去离子水5-20份；

[0010] S2、制作混合树脂，

[0011] 将90-100重量份的聚氨酯树脂和4-10重量份的醇酸树脂混合，在40-50℃温度的

条件下搅拌均匀，得到混合树脂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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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S3、制作水性环氧树脂，

[0013] 将12-16重量份的环氧树脂和5-20重量份的去离子水混合搅拌均匀，得到水性环

氧树脂；

[0014] S4、清洗石墨烯，

[0015] 采用去离子水超声波清洗6-10重量份的石墨烯，清洗时间为25-40min，之后，再置

于恒温65-80℃的干燥箱中干燥4.5-6h，完成清洗工作；

[0016] S5、制备填料组份，

[0017] 将步骤S4中清洗过后的石墨烯和2-3重量份的云母粉加入到步骤S3中得到的水性

环氧树脂内，加热搅拌反应10-20分钟，加热温度为40-45℃，形成填料组份；

[0018] S6、制作混合浆料，

[0019] 将上述步骤S2中得到的混合树脂与步骤S5中形成的填料组份一起倒入搅拌罐中，

加热到60-80℃进行搅拌，得混合浆料；

[0020] S7、制备成品涂料，

[0021] 将3-8重量份的活性剂、2-4重量份的成膜助剂、0.1-0.3重量份的消泡剂、2-7重量

份的增塑剂和0.5-1 .5重量份的防老剂加入步骤S6中得到的混合浆料中，升温到138-142

℃，调整转速至400-600r/min，恒温搅拌搅拌1-2h，得到成品涂料。

[0022]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步骤S1中的原料各成分组成，按质量份数

比计为：聚氨酯树脂90份、环氧树脂12份、醇酸树脂4份、石墨烯6份、云母粉2份、活性剂3份、

成膜助剂2份、消泡剂0.1份、增塑剂2份、防老剂0.5份、去离子水5份。

[0023]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步骤S1中的原料各成分组成，按质量份数

比计为：聚氨酯树脂100份、环氧树脂16份、醇酸树脂10份、石墨烯10份、云母粉3份、活性剂8

份、成膜助剂4份、消泡剂0.3份、增塑剂7份、防老剂1.5份、去离子水20份。

[0024]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步骤S1中的原料各成分组成，按质量份数

比计为：聚氨酯树脂95份、环氧树脂14份、醇酸树脂7份、石墨烯8份、云母粉2.5份、活性剂6

份、成膜助剂3份、消泡剂0.2份、增塑剂4份、防老剂1份、去离子水15份。

[0025]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活性剂为全氟烷氧基羧酸。

[0026]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成膜助剂为苯乙二醇、丙二醇丁醚、丙二醇甲醚

醋酸酯中的一种。

[0027]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消泡剂为硬脂酸盐类消泡剂或有机硅类消泡

剂。

[0028]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增塑剂为氯化石蜡、对苯二甲酸二辛酯或150号

溶剂油中的一种或多种；邻苯二甲酸二癸酯、邻苯二甲酸二壬酯、苯甲酸二醇酯、癸二酸二

乙酯、癸二酸二异丙酯、癸二酸二丁酯、癸二酸二辛酯中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物。

[0029]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防老剂为1，2-二氢-2，2，4-三甲基喹啉的均聚

物。

[003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一种环保型防水涂料的制作方法，

具有优异的环保性能，无毒无味，施工及施工后涂膜表面不会产生刺激性气味，对人的身体

没有任何影响，绿色安全，而且具有良好的弹性、柔韧性、耐水性和防水性；以聚氨酯树脂和

醇酸树脂为基料、添加有云母粉、醇酸树脂和石墨烯，使涂层更加致密，增强了涂料对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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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附着力，提高了涂料层的耐冲击性能、耐磨性和抗腐蚀性，增强涂料的使用寿命；并配合

成膜助剂，得到的涂层稳定，坚韧，可以牢固的黏结在基面上，产生长久有效的防水保护效；

且本发明的涂料制作工艺简单，可以直接涂刷，操作方便，坚硬度好，使用寿命长。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优选实施例仅用

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32] 实施例：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环保型防水涂料的制作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33] S1、准备制作原料，按质量份数比计，原料各成分组成如下：

[0034] 聚氨酯树脂90-100份、环氧树脂12-16份、醇酸树脂4-10份、石墨烯6-10份、云母粉

2-3份、活性剂3-8份、成膜助剂2-4份、消泡剂0.1-0.3份、增塑剂2-7份、防老剂0.5-1.5份、

去离子水5-20份；

[0035] S2、制作混合树脂，

[0036] 将90-100重量份的聚氨酯树脂和4-10重量份的醇酸树脂混合，在40-50℃温度的

条件下搅拌均匀，得到混合树脂备用；

[0037] S3、制作水性环氧树脂，

[0038] 将12-16重量份的环氧树脂和5-20重量份的去离子水混合搅拌均匀，得到水性环

氧树脂；

[0039] S4、清洗石墨烯，

[0040] 采用去离子水超声波清洗6-10重量份的石墨烯，清洗时间为25-40min，之后，再置

于恒温65-80℃的干燥箱中干燥4.5-6h，完成清洗工作；

[0041] S5、制备填料组份，

[0042] 将步骤S4中清洗过后的石墨烯和2-3重量份的云母粉加入到步骤S3中得到的水性

环氧树脂内，加热搅拌反应10-20分钟，加热温度为40-45℃，形成填料组份；

[0043] S6、制作混合浆料，

[0044] 将上述步骤S2中得到的混合树脂与步骤S5中形成的填料组份一起倒入搅拌罐中，

加热到60-80℃进行搅拌，得混合浆料；

[0045] S7、制备成品涂料，

[0046] 将3-8重量份的活性剂、2-4重量份的成膜助剂、0.1-0.3重量份的消泡剂、2-7重量

份的增塑剂和0.5-1 .5重量份的防老剂加入步骤S6中得到的混合浆料中，升温到138-142

℃，调整转速至400-600r/min，恒温搅拌搅拌1-2h，得到成品涂料。

[0047] 所述步骤S1中的原料各成分组成，按质量份数比计为：聚氨酯树脂90份、环氧树脂

12份、醇酸树脂4份、石墨烯6份、云母粉2份、活性剂3份、成膜助剂2份、消泡剂0.1份、增塑剂

2份、防老剂0.5份、去离子水5份。

[0048] 所述步骤S1中的原料各成分组成，按质量份数比计为：聚氨酯树脂100份、环氧树

脂16份、醇酸树脂10份、石墨烯10份、云母粉3份、活性剂8份、成膜助剂4份、消泡剂0.3份、增

塑剂7份、防老剂1.5份、去离子水20份。

[0049] 所述步骤S1中的原料各成分组成，按质量份数比计为：聚氨酯树脂95份、环氧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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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份、醇酸树脂7份、石墨烯8份、云母粉2.5份、活性剂6份、成膜助剂3份、消泡剂0.2份、增塑

剂4份、防老剂1份、去离子水15份。

[0050] 所述活性剂为全氟烷氧基羧酸。

[0051] 成膜助剂为苯乙二醇、丙二醇丁醚、丙二醇甲醚醋酸酯中的一种。

[0052] 消泡剂为硬脂酸盐类消泡剂或有机硅类消泡剂。

[0053] 增塑剂为氯化石蜡、对苯二甲酸二辛酯或150号溶剂油中的一种或多种；邻苯二甲

酸二癸酯、邻苯二甲酸二壬酯、苯甲酸二醇酯、癸二酸二乙酯、癸二酸二异丙酯、癸二酸二丁

酯、癸二酸二辛酯中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物。

[0054] 防老剂为1，2-二氢-2，2，4-三甲基喹啉的均聚物。

[0055]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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