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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UV喷涂高透哑光清面漆，

包括主漆及UV活性稀释剂，所述主漆与所述UV活

性稀释剂的重量比为1：(0.3～0.4)，所述的主漆

包括以下原料：环氧丙烯酸酯预聚物、聚氨酯丙

烯酸酯预聚物、甲基丙烯酸羟乙酯、光引发剂、分

散剂、消泡剂、流变助剂、消光粉、三羟甲基丙烷

三丙烯酸酯、二丙二醇二丙烯酸酯、聚酰胺蜡防

沉浆、硝化棉液、醋酸丁酸纤维素液、丙烯酸酯流

平剂和有机硅流平剂；所述UV活性稀释剂包括以

下原料：甲基丙烯酸羟乙酯、三羟甲基丙烷三丙

烯酸酯和二丙二醇二丙烯酸酯。本发明的UV喷涂

高透哑光清面漆在保证具有较好消光性的同时

还具有较好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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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UV喷涂高透哑光清面漆，其特征在于：包括主漆及UV活性稀释剂，所述主漆与所

述UV活性稀释剂的重量比为1：(0.3～0.4)，所述的主漆由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

环氧丙烯酸酯预聚物30～40份；

聚氨酯丙烯酸酯预聚物10～20份；

甲基丙烯酸羟乙酯4.4～8.6份；

光引发剂5.5～10.5份；

分散剂0.4～0.6份；

消泡剂0.2～0.4份；

流变助剂0.1～0.3份；

消光粉3～5份；

三羟甲基丙烷三丙烯酸酯4～6份；

二丙二醇二丙烯酸酯5～6份；

聚酰胺蜡防沉浆2～4份；

硝化棉液5～7份；

醋酸丁酸纤维素液8～12份；

丙烯酸酯流平剂0.2～0.4份；

有机硅流平剂0.1～0.3份；

所述UV活性稀释剂由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

甲基丙烯酸羟乙酯25～35份；

三羟甲基丙烷三丙烯酸酯15～25份；

二丙二醇二丙烯酸酯45～55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UV喷涂高透哑光清面漆，其特征在于：所述光引发剂由

CBZ光引发剂、GR-XBPO光引发剂和活性胺光引发剂按照质量比(2～4)：(0.5～1.5)：(3～5)

组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UV喷涂高透哑光清面漆，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漆的细度≤

25μm，粘度为1000～1200mPa·s/2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UV喷涂高透哑光清面漆，其特征在于：所述硝化棉液的粘

度为3000～4000mPa·s/25℃，细度≤10μm。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UV喷涂高透哑光清面漆，其特征在于：所述硝化棉液中的

硝化棉为硝化棉1/2秒、硝化棉1/4秒中的至少一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UV喷涂高透哑光清面漆，其特征在于：所述醋酸丁酸纤维

素液的粘度为2000～3000mPa·s/25℃，细度≤10μm。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UV喷涂高透哑光清面漆，其特征在于：所述醋酸丁酸纤维

素液中的醋酸丁酸纤维素为美国伊士曼CAB551-0.2。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UV喷涂高透哑光清面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消

光粉为德固赛消光粉OK412、OK500、0K520、0K607中的至少一种。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UV喷涂高透哑光清面漆，其特征在于：所述UV喷涂高透哑

光清面漆的施工粘度为岩田NK-2杯粘度11-12s。

10.一种如权利要求1至9任一项所述的UV喷涂高透哑光清面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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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包括以下步骤：

(1)制备主漆：将环氧丙烯酸酯预聚物、聚氨酯丙烯酸酯预聚物和甲基丙烯酸羟乙酯搅

拌均匀，再加入分散剂、消泡剂、流变助剂和光引发剂，搅拌均匀，再加入消光粉，搅拌至细

度≤25μm，再加入三羟甲基丙烷三丙烯酸酯、二丙二醇二丙烯酸酯、聚酰胺蜡防沉浆、硝化

棉液、醋酸丁酸纤维素液、丙烯酸酯流平剂和有机硅流平剂，搅拌均匀，再用二丙二醇二丙

烯酸酯调整体系粘度至1000～1200mPa﹒s/25℃；

(2)制备UV活性稀释剂：将甲基丙烯酸羟乙酯、三羟甲基丙烷三丙烯酸酯和二丙二醇二

丙烯酸酯搅拌均匀，过滤；

(3)使用时，将主漆和UV活性稀释剂混合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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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UV喷涂高透哑光清面漆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木器涂料制造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UV喷涂高透哑光清面漆及其制备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油漆的固化方式有传统自然干燥和UV固化。传统自然干燥固化时间长、溶剂

易挥发不环保。UV固化是将待固化漆面曝光于UV辐射之下，通过200nm到450nm波长的紫外

线辐射使油漆硬化干燥，达到固化目的，其生产效率高。UV喷涂哑光面漆作为UV固化漆中的

一种，在木器涂料领域发展迅速，其具有防止污染及节能效果，涂饰的化学性、物理性优异，

有快速固化的特性，并且固含量高，正在家具漆领域被广泛地采纳使用，其在性能上更能满

足化学的耐腐蚀性，其漆膜性能也更加优异，但是现有的UV喷涂哑光面漆漆膜普遍存在消

光后漆膜的透明度较差的问题，导致涂抹在木器上后形成的漆膜不能较好的展现木器本身

的纹理和色彩。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UV喷涂高透哑光清面漆，该

UV喷涂高透哑光清面漆形成的漆膜在具有较好消光性的同时还具有较好的透明度。

[0004]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5] 一种UV喷涂高透哑光清面漆，包括主漆及UV活性稀释剂，所述主漆与所述UV活性

稀释剂的重量比为1：(0.3～0.4)，所述的主漆由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

[0006] 环氧丙烯酸酯预聚物30～40份；

[0007] 聚氨酯丙烯酸酯预聚物10～20份；

[0008] 甲基丙烯酸羟乙酯4.4～8.6份；

[0009] 光引发剂5.5～10.5份；

[0010] 分散剂0.4～0.6份；

[0011] 消泡剂0.2～0.4份；

[0012] 流变助剂0.1～0.3份；

[0013] 消光粉3～5份；

[0014] 三羟甲基丙烷三丙烯酸酯4～6份；

[0015] 二丙二醇二丙烯酸酯5～6份；

[0016] 聚酰胺蜡防沉浆2～4份；

[0017] 硝化棉液5～7份；

[0018] 醋酸丁酸纤维素液8～12份；

[0019] 丙烯酸酯流平剂0.2～0.4份；

[0020] 有机硅流平剂0.1～0.3份；

[0021] 所述UV活性稀释剂由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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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甲基丙烯酸羟乙酯25～35份；

[0023] 三羟甲基丙烷三丙烯酸酯15～25份；

[0024] 二丙二醇二丙烯酸酯45～55份。

[0025] 采用上述方案，本漆料混合体系中环氧丙烯酸酯预聚物及聚氨酯丙烯酸酯预聚物

为UV树脂，在光引发剂的引发下使该漆料混合体系在镓灯UV紫外光照射下快速的交联固化

形成漆膜，基丙烯酸羟乙酯(HMEA)能够增加UV喷涂哑光清面漆固化成膜后漆膜的柔韧性、

抗开裂性和抗冲击性。

[0026] 醋酸丁酸纤维素液中含有羟基、乙酰基和丁酰基，在本漆料混合体系中20％醋酸

丁酸纤维素液可与环氧丙烯酸酯预聚物及聚氨酯丙烯酸酯预聚物发生协同作用，保证漆料

最终形成的漆膜具有较好的透明度。

[0027] 35％硝化棉液可使得本漆料混合体系中的各溶剂在本漆料混合体系中快速扩散，

从而使得本漆料混合体系中的各溶剂具有较好的分散性，其与消光粉配合使漆料消光均

匀，进一步保证漆料成膜后的消光性及透明度，同时35％硝化棉液还可保证本漆料在成膜

时的流平性、快干性及硬度。

[0028] 经过多次实验表明当漆料混合体系中其它组分不变同时存在环氧丙烯酸酯预聚

物、聚氨酯丙烯酸酯预聚物、20％醋酸丁酸纤维素液及35％硝化棉液时，漆料成膜后的透明

度最好，漆膜透光率最高能达到95％，同时漆膜还具有较强的硬度，硬度最高能达到2H+。

[0029] 作为优选：所述光引发剂由CBZ光引发剂、GR-XBPO光引发剂和活性胺光引发剂按

照质量比(2～4)：(0.5～1.5)：(3～5)组成。

[0030] 采用上述方案，当同时使用这3种光引发剂，可大大缩短漆料形成漆膜的时间，这3

种光引发剂在本漆料混合体系中发生协同增效作用，当本漆料混合体系中同时含有3种光

引发剂时，漆料UV固化后形成的漆膜后的硬度及透明度更加优异。

[0031] 作为优选：所述主漆的细度≤25μm，粘度为1000～1200mPa·s/25℃。

[0032] 采用上述方案，可保证主漆里的各组分分散均匀，保证最终形成的漆膜平整光滑。

[0033] 作为优选：所述硝化棉液的粘度为3000～4000mPa·s/25℃，细度≤10μm。

[0034] 采用上述方案，可保证漆料成膜时具有最好的流平性、快干性及硬度。

[0035] 作为优选：所述硝化棉液中的硝化棉为硝化棉1/2秒、硝化棉1/4秒中的至少一种。

[0036] 采用上述方案，可保证硝化棉的粗细度合适，以制备合适的硝化棉液。

[0037] 作为优选：所述醋酸丁酸纤维素液的粘度为2000～3000mPa·s/25℃，细度≤10μ

m。

[0038] 采用上述方案，可保证漆料成膜后的流平性和高透光性。

[0039] 作为优选：所述醋酸丁酸纤维素液中的醋酸丁酸纤维素为美国伊士曼CAB551-

0.2。

[0040] 采用上述方案，可保证制得的醋酸丁酸纤维素液具有优异的性能。

[0041] 作为优选：所述消光粉为德固赛消光粉OK412、OK500、0K520、0K607中的1种。

[0042] 采用上述方案，德固赛消光粉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其能对漆料提供出色的哑光

效果，同时其本身还具有较好的透明性，可在为漆料消光的同时保证漆料成膜后的透明度。

[0043] 作为优选：所述UV喷涂高透哑光清面漆的施工粘度为岩田NK-2杯粘度11-12s。

[0044] 采用上述方案，可保证漆料具有良好的流平性及固化后得到平整的漆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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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本发明的另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上述UV喷涂高透哑光清面漆的制备方法：

[0046] 一种如上所述的UV喷涂高透哑光清面漆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7] (1)制备主漆：将环氧丙烯酸酯预聚物、聚氨酯丙烯酸酯预聚物和甲基丙烯酸羟乙

酯搅拌均匀，再加入分散剂、消泡剂、流变助剂和光引发剂，搅拌均匀，再加入消光粉，搅拌

至细度≤25μm，再加入三羟甲基丙烷三丙烯酸酯、二丙二醇二丙烯酸酯、聚酰胺蜡防沉浆、

硝化棉液、醋酸丁酸纤维素液、丙烯酸酯流平剂和有机硅流平剂，搅拌均匀，再用二丙二醇

二丙烯酸酯调整体系粘度至1000～1200mPa﹒s/25℃；

[0048] (2)制备UV活性稀释剂：将甲基丙烯酸羟乙酯、三羟甲基丙烷三丙烯酸酯和二丙二

醇二丙烯酸酯搅拌均匀，过滤；

[0049] (3)使用时，将主漆和UV活性稀释剂混合即可。

[0050] 采用上述方案，可保证各漆料成分充分混合，保证最终漆料成膜后较好的透明度。

[0051]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52] 1.本发明的高透哑光清面漆在保证较好消光性的同时还具有较好的透明度，经过

试验表明其透光率最高能达到95％，能较好的展现木器本身的纹理和色彩。

[0053] 2.本发明的高透哑光清面漆具有较高的硬度，经过测试表明其硬度最高可达到2H

+，能有效保护好木器表面不被刮伤。

[0054] 3.本发明的高透哑光清面漆采用UV固化，固化效率高，可以减少漆料挥发，相比传

统漆料更加环保。

具体实施方式

[0055]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56] 实施例1-5：

[0057] 一种UV喷涂高透哑光清面漆，其由如下方法制备得到：

[0058] (1)制备20％聚酰胺蜡防沉浆：将二甲苯60份投入分散缸，再投入聚酰胺蜡20份，

用5份二甲苯清洗缸边，以1200～1500转/分钟的转速分散15～20分钟至细度≤25μm，停机

加入剩余15份二甲苯，以600～800转/分钟的转速搅拌均匀8～10分钟，200目过滤网过滤后

装桶待用；

[0059] (2)制备35％硝化棉液：将10份醋酸丁酯、49份醋酸乙酯、1份硝化棉抗黄剂投入分

散缸内以600～800转/分钟转速下搅拌5～6分钟，将35份硝化棉慢慢投入分散缸，以600～

800转/分钟的转速搅拌5～6分钟均匀后，用剩余部分醋酸丁酯清洗缸边，以1000～1200转/

分钟的转速搅拌均匀至完全溶解，过滤后装桶待用；

[0060] (3)制备20％醋酸丁酸纤维素液：将醋酸丁酯10份、醋酸乙酯65份投入分散缸内以

600～800转/分钟转速下搅拌5～6分钟，均匀后，以600～800转/分钟转速搅拌下将20份醋

酸丁酸纤维素慢慢投入分散缸，用剩余5份醋酸丁酯清洗缸边，以1000～1200转/分钟的转

速搅拌至完全溶解为无色的澄清透明稠状液体，200目过滤网过滤后装桶待用；

[0061] (4)制备主漆：将环氧丙烯酸酯预聚物、聚氨酯丙烯酸酯预聚物、甲基丙烯酸羟乙

酯投入分散缸，以600～800转/分钟的转速搅拌均匀，边搅拌边加入分散剂、消泡剂，流变助

剂、CBZ光引发剂、GR-XBPO光引发剂以1000～1200转/分钟的转速搅拌10～12分钟，在600～

800转/分钟的转速下加入消光粉，并用0.5份甲基丙烯酸羟乙酯清洗缸边，以12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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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分钟的转速分散10～15分钟，至细度≤25μm，加入三羟甲基丙烷三丙烯酸酯、二丙二醇

二丙烯酸酯、第(1)步制得的20％聚酰胺蜡防沉浆、第(2)步制得的35％硝化棉液、第(3)步

制得的20％醋酸丁酸纤维素液、活性胺光引发剂、丙烯酸酯流平剂、有机硅流平剂、以600～

800转/分钟的转速搅拌8～10分钟，搅拌均匀，用二丙二醇二丙烯酸酯调整粘度至1000～

1200mPa﹒s/25℃即可；

[0062] (5)制备UV活性稀释剂：依次向干净缸内投入甲基丙烯酸羟乙酯、三羟甲基丙烷三

丙烯酸酯、二丙二醇二丙烯酸酯,以600～800转/分钟的转速搅拌8～10分钟，200目过滤网

过滤后装桶；

[0063] (6)将主漆、UV活性稀释剂按照重量比1：(0.3～0.4)混合即可。

[0064] 实施例1-5所用试剂均为市售，其中：

[0065] 环氧丙烯酸酯预聚物：台湾长兴化学621A-80、江苏利田科技4214，广东博兴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B-113等；

[0066] 聚氨酯丙烯酸酯预聚物：台湾长兴化学6210F-80、盖斯达夫303等；

[0067] 甲基丙烯酸羟乙酯：江苏开磷瑞阳化学生产的产品；

[0068] 三羟甲基丙烷三丙烯酸酯：台湾长兴化学生产的产品；

[0069] CBZ光引发剂：JRCURE1046；

[0070] GR-XBPO光引发剂：Doublecure1819；

[0071] 活性胺光引发剂：中山市科田1113C；

[0072] 分散剂：聚氨酯聚合物类分散剂EFKA-4010；

[0073] 流变助剂：为BYK405；

[0074] 消泡剂：有机硅类消泡剂BYK141；

[0075] 丙烯酸酯类流平剂：丙烯酸酯类流平剂BYK358N；

[0076] 有机硅类流平剂：TEGO450；

[0077] 硝化棉：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1/2秒或1/4秒硝化棉；

[0078] 醋酸丁酸纤维素：美国伊士曼CAB551-0.2；

[0079] 聚酰胺蜡：6900-20X；

[0080] 消光粉：德固赛消光粉OK412、OK500、0K520、0K607中的1种。

[0081] 实施例1～5的高透哑光清面漆的主漆及UV活性稀释剂试剂用量如表1所示；

[0082] 实施例1～5的高透哑光清面漆的主漆及UV活性稀释剂的质量比如表2所示。

[0083] 表1：1～5的高透哑光清面漆的主漆及UV活性稀释剂用量表(重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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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

[0085] 表2：实施例1～5中的高透哑光清面漆的主漆与UV活性稀释剂的质量比表

说　明　书 5/8 页

8

CN 110922864 A

8



[0086]

[0087] 将实施例1-5中制得的漆料按照施工粘度为岩田NK-2杯粘度11-12s进行喷涂，然

后UV固化后进行铅笔硬度测试及光泽度测试，测试标准符合HG/T  3655-2012，同时将所得

漆料喷涂在PE薄膜上，UV固化干燥形成漆膜后撕掉PE薄膜，然后用DR81透光率仪检测漆膜

的透光率，透光率越大则漆膜的透明度越高，测试结果见表3。

[0088] 表3实施例1～5的高透哑光清面漆性能测试结果表

[0089] 项目 指标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实施例4 实施例5

铅笔硬度(擦伤) ≥H 2H 2H 2H+ 2H 2H

光泽 30±5/60° 33 33 30 35 35

透光率 - 92％ 91％ 95％ 93％ 93％

[0090] 由表3可知:本发明的UV喷涂高透哑光清面漆UV固化后形成的漆膜在保证低光泽

(3分光)的前提下，其硬度达到2H(最高达到了2H+)，其透光率超过了90％(最高达到了

95％)，说明其在较好消光性的同时还具有较好的透明度。

[0091] 对比例1-12：

[0092] 对比例1为市售同类型UV喷涂高透哑光清面漆。

[0093] 对比例2～12与实施例3相比，它们的制备方法及混合工艺均相同，区别在于试剂

用量不同，对比例2～12中的高透哑光清面漆的主漆及UV活性稀释剂中各试剂用量如表4所

示，且主漆及UV活性稀释剂混合的质量比为1：0.35。

[0094] 表4：对比例2～12高透哑光清面漆的主漆及UV活性稀释剂用量表(重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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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5]

[0096] 将对比例1及对比例2-15中制得的漆料按照施工粘度为岩田NK-2杯粘度11-12s进

行喷涂，然后UV固化后进行铅笔硬度测试及光泽度测试，测试标准符合HG/T  3655-2012，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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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将所得漆料喷涂在PE薄膜上，UV固化干燥形成漆膜后撕掉PE薄膜，然后用DR81透光率仪

检测漆膜的透光率，透光率越大则漆膜的透明度越高，试结果见表5。

[0097] 表5：对比例1～15的高透哑光清面漆性能测试结果表

[0098]

[0099] 由表5可知：对比实施例3与对比例1可知，在漆膜光泽度一定的情况下(3分光)，本

发明的UV喷涂高透哑光清面漆形成漆膜的硬度(2H+)及透光率(95％)都优于市售同类型产

品形成漆膜的硬度(H)及透光率(55％)，尤其是在透光率上，说明本发明的UV喷涂高透哑光

清面漆相比市售同类型产品具有优异的透明度，其在涂抹在木器上后形成漆膜后能很好的

展现木器本身的纹理和色彩；

[0100] 对比实施例3与对比例2-12可知，当漆料混合体系中其它组分不变时在本漆料混

合体系中同时存在环氧丙烯酸酯预聚物、聚氨酯丙烯酸酯预聚物、20％醋酸丁酸纤维素液

及35％硝化棉液时，漆料成膜后的透明度最好，漆膜透光率最高能达到95％，远大于对比例

2-12中没有同时含有这四种成分时的透光率；

[0101] 对比实施例3与对比例13-15可知，当漆料混合体系中同时存在CBZ光引发剂、GR-

XBPO光引发剂及活性胺光引发剂时，漆料成膜后的硬度及透明度也优于当漆料混合体系中

其他成分不变，只含有CBZ光引发剂、GR-XBPO光引发剂及活性胺光引发剂中两种光引发剂

时的透明度。说明CBZ光引发剂、GR-XBPO光引发剂及活性胺光引发剂对最终漆料成膜后的

硬度及透明度也起到了协同增效作用。

[0102]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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