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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自抗菌型水性丙烯酸树脂

修色剂，按重量份计，其基本配方是：修色剂专用

水性丙烯酸树脂10 .0～20 .0份、水性专用色精

2.0～30.0份、消泡剂0.1～0.4份、分散剂0.1～

0.5份、甲醇50.0～80.0份、三乙胺0.5～3.0份、

去离子水5.0～10.0份；所述的一种修色剂专用

水性丙烯酸树脂由丙烯酸软单体、丙烯酸硬单

体、丙烯酸席夫碱单体、丙烯酸、偶氮二异丁腈、

双杂环基丙烯酸酯、巯基乙醇、乳化剂、中和剂和

去离子水组成；本发明制得的自抗菌型水性丙烯

酸树脂修色剂，具有良好的附着力、润湿性好、干

燥速度快等优点，有效解决了其他水性修色剂咬

底、开裂等弊端，无需外加杀菌剂与润湿剂，具有

良好的杀菌、抗菌效果，贮存时间长，抗菌效果持

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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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抗菌型水性丙烯酸树脂修色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自抗菌型水性丙烯酸树

脂修色剂，按重量份计，其成分为：修色剂专用水性丙烯酸树脂10.0～20.0份、水性专用色

精2.0～30.0份、消泡剂0.1～0.4份、分散剂0.1～0.5份、甲醇50.0～80.0份、三乙胺0.5～

3.0份、去离子水5.0～10.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抗菌型水性丙烯酸树脂修色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修

色剂专用水性丙烯酸树脂，按重量份计，其组成为：丙烯酸软单体20.0～30.0份、丙烯酸硬

单体30.0～45.0份、丙烯酸席夫碱单体3.0～6.5份、丙烯酸3.0～6.5份、偶氮二异丁腈0.5

～1.2份、双杂环基丙烯酸酯3.5～8.0份、巯基乙醇2.0～6.0份、乳化剂2.0～4.0份、中和剂

2.5～10.0份、去离子水100.0～150.0份；所述的丙烯酸席夫碱单体由2-丁烯醛与乙二胺通

过反应制得。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修色剂专用水性丙烯酸树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丙烯酸

软单体与丙烯酸硬单体的质量之比为2:3。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修色剂专用水性丙烯酸树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丙烯酸

硬单体为丙烯酸甲酯、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腈、苯乙烯、丙烯酸异冰片酯、甲基丙烯酸异冰

片酯、2-丙基庚基丙烯酸酯的中一种或几种的组合。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修色剂专用水性丙烯酸树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丙烯酸

软单体为丙烯酸丁酯、甲基丙烯酸丁酯、甲基丙烯酸环己酯、甲基丙烯酸月桂醇酯、丙烯酸

月桂酯、丙烯酸十八酯中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修色剂专用水性丙烯酸树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中和剂

为三乙胺、氨水、二甲基乙醇胺中的至少一种。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修色剂专用水性丙烯酸树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修色剂

专用水性丙烯酸树脂，制备步骤如下：

a）、按配方比例称量，依次将丙烯酸软单体、丙烯酸、丙烯酸席夫碱单体、丙烯酸硬单

体、双杂环基丙烯酸酯、巯基乙醇、偶氮二异丁腈加入到计量罐G1中，在室温下将混合物搅

拌均匀，得混合液Ⅰ；

b）、将部分去离子水和乳化剂加入反应釜中，搅拌速度为200r/min，通入氮气，升温至

80℃～82℃，加入1/5上述混合液Ⅰ，反应0.5h，制备出核乳液，当反应釜中的液体出现蓝光

时，匀速滴加剩余的混合液Ⅰ，控制滴加时间为3.0～3.5h，滴加过程中温度控制在80℃～82

℃；

c）、混合液Ⅰ滴加完毕，在84～86℃保持反应1.5～2.0h，反应釜中的液体泛蓝光，反应

完毕，降温至45℃以下，加入中和剂快速搅拌反应，然后加入去离子水至规定固含，高速分

散0.5h，低速搅拌0.5h，过滤，得所述的修色剂专用水性丙烯酸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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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抗菌型水性丙烯酸树脂修色剂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水性修色剂，尤其涉及到一种自抗菌型水性丙烯酸树脂修色剂，

属于功能材料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相比于溶剂性光油，水性光油主要由主剂、溶剂、辅助剂三大类组成，具有无色、无

味、透明感强且无毒、无有机挥发物、成本低、来源广等特点，因此在装修设计木器漆及木质

品制造领域中被广泛使用。

[0003] 但是传统的水性木器漆修色光油依旧存在诸多问题，首先，与木材之间附着力不

好，无法满足水性木器快速涂装的使用要求，目前，水性修色剂需外加杀菌剂保持其杀菌功

能，而杀菌剂易造成体系不稳定，容易沉淀，如没有添加杀菌剂，贮存时间过长，会引起水性

修色剂发臭等现象，影响修色功能，而水性涂料通常都是采用异噻唑啉酮(MIT)或苯并异噻

唑啉酮(BIT)等有机物杀菌防霉，然而MIT、BIT类物质具有很强的生物毒性，属于非绿色环

保材料。

[0004] 中国专利CN108893043A公开了一种水性木器漆修色光油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其

原料为：水溶性聚氨酯树脂、水溶性丙烯酸树脂、二丙二醇甲醚、聚氮杂环丙烷、水性消泡

剂、水性流平剂、乙醇、分散剂和去离子水；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a、常温条件下，将上

述各组分进行混合，并搅拌20-25min；b、搅拌均匀后，用300目的过滤网进行过滤，即可；水

性木器漆修色光油使用的组分均为透明树脂，使用过程中对色容易。

[0005] 中国专利CN103059645A公开了一种不限操作方式的立体效果修色剂及其制备方

法，包括低分子量大豆油醇酸树脂改性的自干型丙烯酸树脂、乙醇、乙酸丁酯、流平剂和消

泡剂，并在一定搅拌速度下分批混合而得；不仅能凸显立体效果，而且对操作要求不高，通

过擦涂、刷涂、喷涂、淋涂的方式都能实现。

[0006] 上述发明修色剂具有一定的特种效果，但其无杀菌、抗菌性能。杀菌效果需靠外加

杀菌剂完成，而外加杀菌剂具有一定的弊端，体系不稳定，因此开发一种具有自杀菌、抗菌

功能且具有良好修色效果的水性修色剂显得尤为重要。

发明内容

[0007] 希夫碱化合物具有很好的杀菌、抑菌等作用，例如对金黄色葡萄菌，枯草杆菌，革

兰氏阴性菌等都有很好的杀菌活性，对新型隐球菌和白色念珠球菌也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希夫碱除具有一般化合物的应用意义外，还具有有别于其他结构的独特生物活性。

[0008] 因此，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为了克服物理外加杀菌剂效果持久性差、易降

解、易造成修色剂体系不稳定、容易沉淀对等缺点，本发明将具有抗菌效果的希夫碱结构通

过化学键方式引入到水性丙烯酸树脂分子结构中，改性后的水性丙烯酸树脂具有良好的杀

菌效果。

[0009] 为解决修色剂干燥速度慢的问题，本发明引入低沸点溶剂甲醇，其挥发速度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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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提高了修色剂的干燥速度，加入三乙胺能有效稳定体系的PH值，增加其稳定性等。

[0010] 由于普通的水性丙烯酸树脂附着力较差，难以适应快干水性修色剂的制备，本发

明通过控制丙烯酸软单体与丙烯酸硬单体的用量，以提高其附着力，同时也可以控制由于

快干而影响修色等问题。

[0011] 本发明目的旨在提供一种自抗菌型水性丙烯酸树脂修色剂。

[0012] 本发明涉及一种自抗菌型水性丙烯酸树脂修色剂，按重量份计，其基本配方是：修

色剂专用水性丙烯酸树脂10.0～20.0份、水性专用色精2.0～30.0份、消泡剂0.1～0.4份、

分散剂0.1～0.5份、甲醇50.0～80.0份、三乙胺0.5～3.0份、去离子水5.0～10.0份。

[0013] 为解决上面所述的技术问题，所述的一种修色剂专用水性丙烯酸树脂，按重量份

计，其成分为：丙烯酸软单体20.0～30.0份、丙烯酸硬单体30.0～45.0份、丙烯酸席夫碱单

体3.0～6.5份、丙烯酸3.0～6.5份、偶氮二异丁腈0.5～1.2份、双杂环基丙烯酸酯3.5～8.0

份、巯基乙醇2.0～6.0份、乳化剂2.0～4.0份、中和剂2.5～10.0份、去离子水100.0～150.0

份。

[0014] 其中，所述的丙烯酸软单体与丙烯酸硬单体的质量之比为2:3。

[0015] 所述的丙烯酸席夫碱单体由2-丁烯醛与乙二胺通过反应制得。

[0016] 在制备丙烯酸席夫碱单体时，用无水乙醇做溶剂，其用量为反应物质量之和的6～

8倍，冰醋酸做催化剂，2-丁烯醛与乙二胺的物质的量之比为2:1，在多功能反应釜中，加入

2-丁烯醛和无水乙醇，升温至80℃搅拌均匀；另外按配方量称取乙二胺与无水乙醇混溶，缓

慢滴加到反应釜中，然后滴加适量的冰醋酸，冰醋酸用量为2-丁烯醛与乙二胺质量之和的

千分之五，继续回流反应3.0～4.0h，待反应完全后冷却，重结晶，过滤，得淡黄色丙烯酸席

夫碱单体。

[0017] 所述的丙烯酸硬单体为丙烯酸甲酯、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腈、苯乙烯、丙烯酸异

冰片酯、甲基丙烯酸异冰片酯、2-丙基庚基丙烯酸酯的中一种或几种的组合。

[0018] 所述的丙烯酸软单体为丙烯酸丁酯、甲基丙烯酸丁酯、甲基丙烯酸环己酯、甲基丙

烯酸月桂醇酯、丙烯酸月桂酯、丙烯酸十八酯中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

[0019] 所述的中和剂为三乙胺、氨水、二甲基乙醇胺中的至少一种。

[0020] 本发明提供一种修色剂专用水性丙烯酸树脂的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a）、按配方比例称量，依次将丙烯酸软单体、丙烯酸、丙烯酸席夫碱单体、丙烯酸硬单

体、双杂环基丙烯酸酯、巯基乙醇、偶氮二异丁腈加入到计量罐G1中，在室温下将混合物搅

拌均匀，得混合液Ⅰ；

b）、将部分去离子水和乳化剂加入反应釜中，搅拌速度为200r/min，通入氮气，升温至

80℃～82℃，加入1/5上述混合液Ⅰ，反应0.5h，制备出核乳液，当反应釜中的液体出现蓝光

时，匀速滴加剩余的混合液Ⅰ，控制滴加时间为3.0～3.5h，滴加过程中温度控制在80℃～82

℃；

c）、混合液Ⅰ滴加完毕，在84～86℃保持反应1.5～2.0h，反应釜中的液体泛蓝光，反应

完毕，降温至45℃以下，加入中和剂快速搅拌反应，然后加入去离子水至规定固含，高速分

散0.5h，低速搅拌0.5h，过滤，得所述的修色剂专用水性丙烯酸树脂。

[0021] 双杂环基丙烯酸酯不仅可以提供氢键和分子间作用力，同时可以改善乳液聚合体

系的胶粒结构，降低界面张力，更有效地浸润颜填料颗粒和被粘附基质表面，从而能显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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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性修色剂的粘接和附着性能，且双杂环基丙烯酸酯的玻璃化温度高，通过其用量调节

修色剂专用水性丙烯酸树脂的玻璃化温度。

[0022] 本发明制得的自抗菌型水性丙烯酸树脂修色剂，具有良好的附着力、润湿性好、干

燥速度快等优点，有效解决了其他水性修色剂咬底、开裂等弊端，无需外加杀菌剂与润湿

剂，具有良好的杀菌、抗菌效果，贮存时间长，抗菌效果持久。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本发明结合以下实例对自抗菌型水性丙烯酸树脂修色剂的制备做进一步描述。可

以理解的是，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于解释相关发明，而非对该发明的限定。

[0024] 实施例1

一种修色剂专用水性丙烯酸树脂A，按重量份计，由以下配方组成：丙烯酸丁酯24.0份、

甲基丙烯酸甲酯36.0份、丙烯酸席夫碱单体5.0份、丙烯酸4.5份、偶氮二异丁腈0.8份、双杂

环基丙烯酸酯6.0份、巯基乙醇3.5份、乳化剂3.0份、三乙胺6.3份、去离子水110.0份。

[0025] 本实施例中一种修色剂专用水性丙烯酸树脂A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按配方比例称量，依次将丙烯酸丁酯、丙烯酸、丙烯酸席夫碱单体、甲基丙烯酸甲

酯、双杂环基丙烯酸酯、巯基乙醇、偶氮二异丁腈加入到计量罐G1中，在室温下将混合物搅

拌均匀，得混合液Ⅰ；

b）、将部分去离子水和乳化剂加入反应釜中，搅拌速度为200r/min，通入氮气，升温至

80℃～82℃，加入1/5上述混合液Ⅰ，反应0.5h，制备出核乳液，当反应釜中的液体出现蓝光

时，匀速滴加剩余的混合液Ⅰ，控制滴加时间为3.5h，滴加过程中温度控制在80℃～82℃；

c）、混合液Ⅰ滴加完毕，在84～86℃保持反应2.0h，反应釜中的液体泛蓝光，反应完毕，

降温至40℃，加入三乙胺快速搅拌反应，然后加入去离子水至规定固含，高速分散0.5h，低

速搅拌0.5h，过滤，得所述的修色剂专用水性丙烯酸树脂A，固含为40%。

[0026] 实施例2

一种修色剂专用水性丙烯酸树脂B，按重量份计，由以下配方组成：甲基丙烯酸丁酯

12.0份、甲基丙烯酸月桂醇酯10.0份、甲基丙烯酸甲酯33.0份、丙烯酸席夫碱单体4.2份、丙

烯酸5.2份、偶氮二异丁腈0.7份、双杂环基丙烯酸酯6.5份、巯基乙醇4.0份、乳化剂3.2份、

氨水5.6份、去离子水105.0份。

[0027] 本实施例中一种修色剂专用水性丙烯酸树脂B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按配方比例称量，依次将甲基丙烯酸丁酯、甲基丙烯酸月桂醇酯、丙烯酸、丙烯酸席

夫碱单体、甲基丙烯酸甲酯、双杂环基丙烯酸酯、巯基乙醇、偶氮二异丁腈加入到计量罐G1

中，在室温下将混合物搅拌均匀，得混合液Ⅰ；

b）、将部分去离子水和乳化剂加入反应釜中，搅拌速度为200r/min，通入氮气，升温至

80℃～82℃，加入1/5上述混合液Ⅰ，反应0.5h，制备出核乳液，当反应釜中的液体出现蓝光

时，匀速滴加剩余的混合液Ⅰ，控制滴加时间为3.0h，滴加过程中温度控制在80℃～82℃；

c）、混合液Ⅰ滴加完毕，在84～86℃保持反应2.0h，反应釜中的液体泛蓝光，反应完毕，

降温至42℃，加入氨水快速搅拌反应，然后加入去离子水至规定固含，高速分散0.5h，低速

搅拌0.5h，过滤，得所述的修色剂专用水性丙烯酸树脂B，固含为39.8%。

[0028] 实施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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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修色剂专用水性丙烯酸树脂C，按重量份计，由以下配方组成：丙烯酸丁酯15.0份、

甲基丙烯酸环己酯11.0份、甲基丙烯酸甲酯24.0份、丙烯酸异冰片酯15.0份、丙烯酸席夫碱

单体4.5份、丙烯酸6.0份、偶氮二异丁腈1.0份、双杂环基丙烯酸酯6.0份、巯基乙醇4.0份、

乳化剂3.6份、三乙胺8.4份、去离子水125.0份。

[0029] 本实施例中一种修色剂专用水性丙烯酸树脂C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按配方比例称量，依次将丙烯酸丁酯、甲基丙烯酸环己酯、丙烯酸、丙烯酸席夫碱单

体、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酸异冰片酯、双杂环基丙烯酸酯、巯基乙醇、偶氮二异丁腈加入到

计量罐G1中，在室温下将混合物搅拌均匀，得混合液Ⅰ；

b）、将部分去离子水和乳化剂加入反应釜中，搅拌速度为200r/min，通入氮气，升温至

80℃～82℃，加入1/5上述混合液Ⅰ，反应0.5h，制备出核乳液，当反应釜中的液体出现蓝光

时，匀速滴加剩余的混合液Ⅰ，控制滴加时间为3.5h，滴加过程中温度控制在80℃～82℃；

c）、混合液Ⅰ滴加完毕，在84～86℃保持反应2.0h，反应釜中的液体泛蓝光，反应完毕，

降温至43℃，加入三乙胺快速搅拌反应，然后加入去离子水至规定固含，高速分散0.5h，低

速搅拌0.5h，过滤，得所述的修色剂专用水性丙烯酸树脂C，固含为39.5%。

[0030] 实施例4

一种自抗菌型水性丙烯酸树脂修色剂，按重量份计，其基本配方是：修色剂专用水性丙

烯酸树脂15.0份、水性专用色精20.0份、消泡剂0.2份、分散剂0.2份、甲醇70.0份、三乙胺

2.2份、去离子水6.0份。

[0031] 实施例5

一种自抗菌型水性丙烯酸树脂修色剂，按重量份计，其基本配方是：修色剂专用水性丙

烯酸树脂18.0份、水性专用色精15.0份、消泡剂0.3份、分散剂0.2份、甲醇60.0份、三乙胺

2.8份、去离子水5.0份。

[0032] 实施例6

一种自抗菌型水性丙烯酸树脂修色剂，按重量份计，其基本配方是：修色剂专用水性丙

烯酸树脂12.0份、水性专用色精10.0份、消泡剂0.2份、分散剂0.2份、甲醇60.0份、三乙胺

1.8份、去离子水7.0份。

[0033] 本发明制得的一种自抗菌型水性丙烯酸树脂修色剂，在温度25℃条件下使用，干

燥时间为3～5min；而目前所使用的水性修色剂的干燥时间为15～20min，本发明制得的修

色剂能大大提高施工效率。

[0034] 对本发明制备的自抗菌型水性丙烯酸树脂修色剂，按HG/T3950-2007的标准测试

其抗菌性能，其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

[0035] 表1 自抗菌型水性丙烯酸树脂修色剂抗菌性能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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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发明实施例中的自抗菌型水性丙烯酸树脂修色剂与常规的水性修色剂+抗菌剂

（对比例）按照HG/T3950-2007的标准对其进行持久抗菌性能测试，受试细菌为葡萄球菌。首

先对涂膜进行抗菌性能检测，测试完成后，对涂膜进行2h的超声振荡清洗后进行抗菌性能

测试，测试的结果如表2所示。

[0036] 表2 自抗菌型水性丙烯酸树脂修色剂与对比例持久抗菌性能

注:阴性对照样品指只含培养基、不含抗菌剂的对照样样本。

[0037] 尽管本发明已作了详细说明并引证了实施例，但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显

然可以按照上述说明而做出的各种方案、修改和改动，都应该包括在权利要求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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