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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涂料技术领域，具体公开一种水

包砂涂料及其制备方法。所述水包砂涂料包括以

下重量份的组分：保护胶20-30份、调色基础漆

50-60份和连续相15-25份。本发明的水包砂涂料

的附着力强、韧性高、耐磨性和耐候性能好，漆膜

可达到大理石纹理的自然效果和美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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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包砂涂料，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保护胶20-30份、调色基础漆50-60份和连续相15-25份；

所述保护胶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去离子水75-95份、分散剂0.1-3份、降粘剂0-5份、防霉剂0.1-4份、杀菌剂0.1-3份、保

护胶粉2-20份和pH调节剂0.1-1份；

所述调色基础漆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去离子水45-65份、防霉剂0.1-0.5份、分散剂0.1-1份、纤维素0.5-1份、填料5-15份、除

霾抗甲醛粉料3-10份、消泡剂0.5-1.5份、pH调节剂0.1-0.8份，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乳液

15-45份，成膜助剂0.5-1.5份，防冻剂0.5-1.5份，杀菌剂0.1-1份，增稠剂0.1-0.8份，保护

胶3-5份和雪花白80-100份；

所述连续相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去离子水5-10份、有机膨润土0.1-0.5份、水溶性负离子粉0.5-3份、乙烯-醋酸乙烯共

聚物乳液70-85份、成膜助剂3-10份、防冻剂5-10份、pH调节剂0.1-0.5份和增稠剂0.1-0.8

份。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包砂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散剂为聚羧酸钠盐分散剂；和/

或

所述降粘剂为焦磷酸钠。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包砂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防霉剂为异噻唑啉酮类防霉剂；

和/或

所述杀菌剂为不含溶剂及甲醛的广谱杀菌剂。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包砂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胶粉由质量比为1-2:1的硅

酸镁铝和硅酸镁锂组成；和/或

所述pH调节剂为2-氨基-2-甲基-1-丙醇和丁基乙醇胺中的一种或两种的混合。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包砂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纤维素为羟乙基纤维素；和/或

所述填料由高岭土和占填料总质量1-10％的钛白粉组成；和/或

所述除霾抗甲醛粉料由质量比为1-2:3-4:3-4:1-2的椰壳活性炭、纳米硅片、电气石和

硅藻泥组成。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水包砂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霾抗甲醛粉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按照比例称取原料备用；在容器中加入水，以300-600rpm进行搅拌，将椰壳活性炭、纳

米硅片、电气石加入水中，搅拌10-15min，得到悬浊液，将悬浊液置于超声分散仪中分散10-

15min；分散结束后，将搅拌转速调节至600-800rpm，向容器中加入硅藻泥，调节转速至

1200-1500rpm，搅拌20-25min，得到浆料；将浆料干燥至含水率小于0.5％，进行粉碎、过筛，

得到除霾抗甲醛粉料。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包砂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乳液的型

号为DA102H；和/或

所述消泡剂的型号为FoamStar  A10；和/或

所述成膜助剂为2,2,4-三甲基-1,3-戊二醇单异丁酸酯。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包砂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防冻剂为丙二醇；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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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增稠剂为疏水改性碱溶胀型增稠剂。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包砂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雪花白为80-120目的彩砂；和/或

所述水溶性负离子粉为透明结晶型负离子粉。

10.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的水包砂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至少包括以下步

骤：

制备保护胶：在空容器中加入去离子水，300-600rpm搅拌转速下，向水中加入分散剂、

降粘剂、防霉剂、杀菌剂和pH调节剂，搅拌1-2min后，调节搅拌转速至1300-1500rpm，加入保

护胶粉，搅拌25-30min，得到保护胶；

制备调色基础漆：在空容器中加入去离子水，300-500rpm搅拌转速下，加入防霉剂和分

散剂，搅拌1-2min；调节搅拌转速至600-800rpm，加入纤维素，搅拌5-10min；调节搅拌转速

至700-900rpm，加入填料、除霾抗甲醛粉料、消泡剂和pH调节剂，调节转速至1200-1500rpm，

搅拌20-25min；调节转速至1000-1200rpm，加入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乳液、成膜助剂、防冻

剂、杀菌剂和增稠剂，搅拌5-10min；调节转速至1200-1400rpm，加入保护胶，搅拌2-3min，加

入雪花白搅拌均匀，得到调色基础漆；

制备连续相：在空容器中加入去离子水，900-1100rpm搅拌转速下，加入有机膨润土，搅

拌15-20min；调节转速至300-500rpm，加入水溶性负离子粉、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乳液、成

膜助剂、防冻剂和pH调节剂，搅拌10-15min；调节转速至700-900rpm，加入增稠剂，搅拌3-

5min，得到连续相；

制备水包砂涂料：按照50-60:20-30:15-25的质量比，分别称取调色基础漆、保护胶、连

续相备用；将调色基础漆加入到保护胶中造粒；造粒结束后，加入连续相，搅拌均匀并调整

粘度至彩点不再沉降，即得到水包砂多彩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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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包砂涂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涂料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水包砂涂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建筑涂料约占整个涂料工业的40％，室内涂料的使用量也越来越大，而

室内装修材料所产生的甲醛、VOC等有害物质成为了消费者首要关注的问题，人们通常采用

室内通风、延长入住时间、使用甲醛祛除剂等来降低室内甲醛的浓度，但是以上做法只能有

限的去除通风位置的甲醛，并不能去除隐蔽位置的甲醛释放点，出现在市场上的部分具有

抗甲醛功效的涂料，其抗甲醛效果较差，且加入的抗甲醛功能成分加入漆膜后会降低漆膜

的韧性、耐磨性和耐老化性能，且加入的部分功能性成分会使漆膜释放其它有害物质。此

外，现阶段我国雾霾现象也非常严重，每年因为雾霾而造成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数在不断上

升，没有有效的除霾手段，人们只能依靠购买空气净化器来净化从室外进来的空气，但空气

净化器的质量良莠不齐，并不能从源头上去除雾霾。若涂料能兼具除霾效果则必将具有广

阔的市场前景。

[0003] 水包砂多彩涂料，与其他涂料相比较，具有很好的装饰作用，能够突显古朴秀美典

雅华贵，所仿制的花岗纹理自然流畅浑然交融，可用于室内外墙体的装饰，特别是在室内使

用时，有很好的装饰作用，但由于水包砂涂料的特殊原料及混合工艺，在水包砂涂料中直接

加入除甲醛和雾霾的功能性粉料，会严重影响涂料混合过程中彩点的分布，降低漆膜的美

观度，达不到大理石花纹的自然效果，另一方面，功能性粉料的加入还会降低水包砂涂料的

附着力、韧性、耐磨性和耐老化性能，进而影响其功能性成分的作用效果和漆膜的质量。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水包砂涂料中加入除甲醛粉料等功能性成分后，会降低漆膜的美观度，

影响涂料的附着力、韧性、耐磨性和耐候性能以及影响功能性成分发挥作用的问题，本发明

提供一种水包砂涂料及其制备方法。

[0005] 为达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实施例采用了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6] 一种水包砂涂料，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0007] 保护胶20-30份、调色基础漆50-60份和连续相15-25份；

[0008] 所述保护胶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0009] 去离子水75-95份、分散剂0.1-3份、降粘剂0-5份、防霉剂0.1-4份、杀菌剂0.1-3

份、保护胶粉2-20份和pH调节剂0.1-1份；

[0010] 所述调色基础漆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0011] 去离子水45-65份、防霉剂0.1-0.5份、分散剂0.1-1份、纤维素0.5-1份、填料5-15

份、除霾抗甲醛粉料3-10份、消泡剂0.5-1.5份、pH调节剂0.1-0.8份，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

乳液15-45份，成膜助剂0.5-1.5份，防冻剂0.5-1.5份，杀菌剂0.1-1份，增稠剂0.1-0.8份，

保护胶3-5份和雪花白80-1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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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所述连续相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0013] 去离子水5-10份、有机膨润土0.1-0.5份、水溶性负离子粉0.5-3份、乙烯-醋酸乙

烯共聚物乳液70-85份、成膜助剂3-10份、防冻剂5-10份、pH调节剂0.1-0.5份和增稠剂0.1-

0.8份。

[0014]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提供的水包砂涂料中的基础调色漆中使用的是乙烯-醋

酸乙烯共聚物乳液，引入的醋酸乙烯单体可有效提高漆膜的柔韧性、抗冲击性和与填料的

相溶性，使漆膜同时具备较好的韧性、抗冲击性、高硬度和耐磨性，同时，乙烯-醋酸乙烯共

聚物乳液与纤维素的结合，可增加涂料中对加入的除霾抗甲醛粉料和水溶性负离子粉的包

容性，负离子粉通过粘附在纤维素和除霾抗甲醛粉料的表面，并被涂料均匀分散在乙烯-醋

酸乙烯共聚物乳液形成的漆膜的特殊交联结构中，不但不会影响漆膜的韧性和耐磨性，还

可以增加涂料中彩点分布的稳定性，提高水包砂涂料的仿大理石纹理的自然效果和美观

度，另一方面除霾抗甲醛粉料和水溶性负离子粉在漆膜中的特殊分布形式结合纤维素在涂

料中发生溶胀形成的微孔结构，可使除霾抗甲醛粉料和水溶性负离子粉在漆膜中长期发挥

除甲醛和VOC等有害物质的作用。

[0015] 在调色基础漆及连续相均使用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乳液，还可以发挥涂料的除

味效果，增加住所的舒适程度；连续相中添加水溶性负离子粉，可以使涂料在涂装后持续释

放负离子，对去除甲醛及VOC等有害物质起到辅助作用。

[0016] 优选的，所述分散剂为聚羧酸钠盐分散剂，例如OROTAN  731A；和/或

[0017] 所述降粘剂为焦磷酸钠。

[0018] 聚羧酸钠盐分散剂的分散性高，有最大的颜料承载力，对雪花白具有优良的分散

性。

[0019] 优选的，所述防霉剂为异噻唑啉酮类防霉剂，例如MERGAL  786；和/或

[0020] 所述杀菌剂为不含溶剂及甲醛的广谱杀菌剂，例如MERGAL  K9N。

[0021] 优选的，所述保护胶粉由质量比为1-2:1的硅酸镁铝和硅酸镁锂组成；和/或

[0022] 所述pH调节剂为2-氨基-2-甲基-1-丙醇和丁基乙醇胺中的一种或两种的混合，2-

氨基-2-甲基-1-丙醇可选用陶氏化学的AMP-95，丁基乙醇胺可选用爱旺德的丁基乙醇胺。

[0023] 硅酸镁铝具有独特的三维空间链式结构及特殊的针、棒状晶体结构，因而具有不

同寻常的胶体和吸附性能，在水介质中形成“卡片宫”式的缔合网络结构，具有很好的流变

性和触变性，可有效防止涂料中悬浮物的沉降；硅酸镁锂的分子结构水中分散形成透明状

的触变性胶体，分散粒子尺寸大小约20-50纳米；硅酸镁铝在水介质中形成“卡片宫”式的缔

合网络结构与硅酸镁锂在水中分散形成透明状的触变性纳米胶体相结合，可又有效避免重

质材料采砂的沉降，增加彩砂在涂料中的稳定性以及形成的漆膜的大理石仿真性。

[0024] 优选的，所述纤维素为羟乙基纤维素，例如250HBR或HS10W；和/或

[0025] 所述填料由高岭土和占填料总质量1-10％的钛白粉组成；和/或

[0026] 所述除霾抗甲醛粉料由质量比为1-2:3-4:3-4:1-2的椰壳活性炭、纳米硅片、电气

石和硅藻泥组成。

[0027] 羟乙基纤维素在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乳液和防冻剂共同存在时，可形成粥状物，

在粥状时羟乙基纤维素易被充分泡涨，在涂料中起到更好的增稠作用，另一方面羟乙基纤

维素的保水和稳定性效果非常好，具有优异的颜料相容性，可充分保证涂料体系中粉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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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料的悬浮和稳定，降低施工难度。

[0028] 椰壳活性炭以优质椰子壳为原料，是一种多孔径的炭化物，有着极其丰富的孔隙

构造，具有很好的吸附性能，吸附速度快、吸附容量大；纳米硅片拥有强大的负电荷场，可以

吸附空气中的甲醛、VOC等有害物质；电气石能够不断的产生负氧离子，对室内甲醛及VOC等

有害物质可以起到吸附和分解的作用，能够消除室内异味；硅藻泥本身没有污染，无任何气

味，无任何有害物质释放，同时其自身具有丰富的三维空隙结构，有利于椰壳活性炭、纳米

硅片、电气石长久的发挥自身的作用。

[0029] 优选的，所述霾抗甲醛粉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0] 按照比例称取原料备用；在容器中加入水，以300-600rpm进行搅拌，将椰壳活性

炭、纳米硅片、电气石加入水中，搅拌10-15min，得到悬浊液，将悬浊液置于超声分散仪中分

散10-15min；分散结束后，将搅拌转速调节至600-800rpm，向容器中加入硅藻泥，调节转速

至1200-1500rpm，搅拌20-25min，得到浆料；将浆料干燥至含水率小于0.5％，进行粉碎、过

筛，得到除霾抗甲醛粉料。

[0031] 优选的，所述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乳液的型号为DA102H；和/或

[0032] 所述消泡剂的型号为FoamStar  A10，例如科宁公司的FoamStar  A10；和/或

[0033] 所述成膜助剂为2,2,4-三甲基-1,3-戊二醇单异丁酸酯。

[0034] 优选的，所述防冻剂为丙二醇；和/或

[0035] 所述增稠剂为疏水改性碱溶胀型增稠剂，例如ACRYSOL  TT-935。

[0036] 优选的，所述雪花白为80-120目的彩砂；和/或

[0037] 所述水溶性负离子粉为透明结晶型负离子粉。

[0038] 本发明还提供所述水包砂涂料的制备方法，该制备方法，至少包括以下步骤：

[0039] 制备保护胶：在空容器中加入去离子水，300-600rpm搅拌转速下，向水中加入分散

剂、降粘剂、防霉剂、杀菌剂和pH调节剂，搅拌1-2min后，调节搅拌转速至1300-1500rpm，加

入保护胶粉，搅拌25-30min，得到保护胶；

[0040] 制备调色基础漆：在空容器中加入去离子水，300-500rpm搅拌转速下，加入防霉剂

和分散剂，搅拌1-2min；调节搅拌转速至600-800rpm，加入纤维素，搅拌5-10min；调节搅拌

转速至700-900rpm，加入填料、除霾抗甲醛粉料、消泡剂和pH调节剂，调节转速至1200-

1500rpm，搅拌20-25min；调节转速至1000-1200rpm，加入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乳液、成膜

助剂、防冻剂、杀菌剂和增稠剂，搅拌5-10min；调节转速至1200-1400rpm，加入保护胶，搅拌

2-3min，加入雪花白搅拌均匀，得到调色基础漆；

[0041] 制备连续相：在空容器中加入去离子水，900-1100rpm搅拌转速下，加入有机膨润

土，搅拌15-20min；调节转速至300-500rpm，加入水溶性负离子粉、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乳

液、成膜助剂、防冻剂和pH调节剂，搅拌10-15min；调节转速至700-900rpm，加入增稠剂，搅

拌3-5min，得到连续相；

[0042] 制备水包砂涂料：按照50-60:20-30:15-25的质量比，分别称取调色基础漆、保护

胶、连续相备用；将调色基础漆加入到保护胶中造粒；造粒结束后，加入连续相，搅拌均匀并

调整粘度至彩点不再沉降，即得到水包砂多彩涂料。

[0043]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提供的水包砂涂料的制备方法，制备过程简单、材料成本

低、设备要求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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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44]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

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

限定本发明。

[0045] 实施例1

[0046] 一种水包砂涂料，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0047] 保护胶20份、调色基础漆50份和连续相15份；

[0048] 所述保护胶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0049] 去离子水75份、分散剂0.1份、防霉剂0.1份、杀菌剂0.1份、保护胶粉2份和pH调节

剂0.1份；

[0050] 所述调色基础漆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0051] 去离子水45份、防霉剂0.1份、分散剂0.1份、纤维素0.5份、填料5份、除霾抗甲醛粉

料3份、消泡剂0.5份、pH调节剂0.1份，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乳液15份，成膜助剂0.5份，防

冻剂0.5份，杀菌剂0.1份，增稠剂0.1份，保护胶3份和雪花白80份；

[0052] 所述连续相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0053] 去离子水5份、有机膨润土0.1份、水溶性负离子粉0.5份、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乳

液70份、成膜助剂3份、防冻剂5份、pH调节剂0.1份和增稠剂0.1份。

[0054] 其中，分散剂使用OROTAN  731A；降粘剂为焦磷酸钠；防霉剂使用MERGAL  786型防

霉剂；杀菌剂使用MERGAL  K9N型杀菌剂；保护胶粉由质量比为1:1的硅酸镁铝和硅酸镁锂组

成；pH调节剂为陶氏化学的AMP-95；纤维素为250HBR；填料为高岭土；除霾抗甲醛粉料由质

量比为1:3:3:1的椰壳活性炭、纳米硅片、电气石和硅藻泥组成；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乳液

为南京百聚科技有限公司的DA102H；消泡剂为科宁公司的FoamStar  A10；成膜助剂为2,2,

4-三甲基-1,3-戊二醇单异丁酸酯；防冻剂为丙二醇；增稠剂为ACRYSOL  TT-935；雪花白为

80目的彩砂；所述水溶性负离子粉为透明结晶型负离子粉。

[0055] 其中霾抗甲醛粉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6] 按照比例称取原料备用；在容器中加入水，以300rpm进行搅拌，将椰壳活性炭、纳

米硅片、电气石加入水中，搅拌10min，得到悬浊液，将悬浊液置于超声分散仪中分散10min；

分散结束后，将搅拌转速调节至600rpm，向容器中加入硅藻泥，调节转速至1200rpm，搅拌

20min，得到浆料；将浆料干燥至含水率小于0.5％，进行粉碎、过筛，得到除霾抗甲醛粉料。

[0057] 所述水包砂涂料的制备方法，该制备方法，至少包括以下步骤：

[0058] 制备保护胶：在空容器中加入去离子水，300rpm搅拌转速下，向水中加入分散剂、

降粘剂、防霉剂、杀菌剂和pH调节剂，搅拌1min后，调节搅拌转速至1300rpm，加入保护胶粉，

搅拌25min，得到保护胶；

[0059] 制备调色基础漆：在空容器中加入去离子水，300rpm搅拌转速下，加入防霉剂和分

散剂，搅拌1min；调节搅拌转速至600rpm，加入纤维素，搅拌5min；调节搅拌转速至700rpm，

加入填料、除霾抗甲醛粉料、消泡剂和pH调节剂，调节转速至1200rpm，搅拌20min；调节转速

至1000rpm，加入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乳液、成膜助剂、防冻剂、杀菌剂和增稠剂，搅拌

5min；调节转速至1200rpm，加入保护胶，搅拌2min，加入雪花白搅拌均匀，得到调色基础漆；

[0060] 制备连续相：在空容器中加入去离子水，900rpm搅拌转速下，加入有机膨润土，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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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15min；调节转速至300rpm，加入水溶性负离子粉、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乳液、成膜助剂、

防冻剂和pH调节剂，搅拌10min；调节转速至700rpm，加入增稠剂，搅拌3min，得到连续相；

[0061] 制备水包砂涂料：按照50:20:15的质量比，分别称取调色基础漆、保护胶、连续相

备用；将调色基础漆加入到保护胶中造粒；造粒结束后，加入连续相，搅拌均匀并调整粘度

至彩点不再沉降，即得到水包砂多彩涂料。

[0062] 实施例2

[0063] 一种水包砂涂料，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0064] 保护胶25份、调色基础漆55份和连续相20份；

[0065] 所述保护胶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0066] 去离子水85份、分散剂2份、降粘剂3份、防霉剂2份、杀菌剂2份、保护胶粉10份和pH

调节剂0.5份；

[0067] 所述调色基础漆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0068] 去离子水55份、防霉剂0.3份、分散剂0.5份、纤维素0.8份、填料10份、除霾抗甲醛

粉料8份、消泡剂1份、pH调节剂0.5份，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乳液30份，成膜助剂1份，防冻

剂1份，杀菌剂0.5份，增稠剂0.5份，保护胶4份和雪花白90份；

[0069] 所述连续相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0070] 去离子水8份、有机膨润土0.3份、水溶性负离子粉1.5份、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乳

液80份、成膜助剂5份、防冻剂7份、pH调节剂0.2份和增稠剂0.5份。

[0071] 其中，分散剂使用OROTAN  731A；降粘剂为焦磷酸钠；防霉剂使用MERGAL  786型防

霉剂；杀菌剂使用MERGAL  K9N型杀菌剂；保护胶粉由质量比为2:1的硅酸镁铝和硅酸镁锂组

成；pH调节剂为爱旺德的丁基乙醇胺；纤维素为HS10W；填料由质量比为20:1的高岭土和钛

白粉组成；除霾抗甲醛粉料由质量比为2:3:3:2的椰壳活性炭、纳米硅片、电气石和硅藻泥

组成；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乳液为南京百聚科技有限公司的DA102H；消泡剂为科宁公司的

FoamStar  A10；成膜助剂为2,2,4-三甲基-1,3-戊二醇单异丁酸酯；防冻剂为丙二醇；增稠

剂为ACRYSOL  TT-935；雪花白为100目的彩砂；所述水溶性负离子粉为透明结晶型负离子

粉。

[0072] 其中霾抗甲醛粉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3] 按照比例称取原料备用；在容器中加入水，以400rpm进行搅拌，将椰壳活性炭、纳

米硅片、电气石加入水中，搅拌15min，得到悬浊液，将悬浊液置于超声分散仪中分散15min；

分散结束后，将搅拌转速调节至800rpm，向容器中加入硅藻泥，调节转速至1300rpm，搅拌

20min，得到浆料；将浆料干燥至含水率小于0.5％，进行粉碎、过筛，得到除霾抗甲醛粉料。

[0074] 所述水包砂涂料的制备方法，该制备方法，至少包括以下步骤：

[0075] 制备保护胶：在空容器中加入去离子水，400rpm搅拌转速下，向水中加入分散剂、

降粘剂、防霉剂、杀菌剂和pH调节剂，搅拌2min后，调节搅拌转速至1400rpm，加入保护胶粉，

搅拌25min，得到保护胶；

[0076] 制备调色基础漆：在空容器中加入去离子水，400rpm搅拌转速下，加入防霉剂和分

散剂，搅拌2min；调节搅拌转速至800rpm，加入纤维素，搅拌8min；调节搅拌转速至800rpm，

加入填料、除霾抗甲醛粉料、消泡剂和pH调节剂，调节转速至1300rpm，搅拌25min；调节转速

至1100rpm，加入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乳液、成膜助剂、防冻剂、杀菌剂和增稠剂，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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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in；调节转速至1300rpm，加入保护胶，搅拌3min，加入雪花白搅拌均匀，得到调色基础漆；

[0077] 制备连续相：在空容器中加入去离子水，1000rpm搅拌转速下，加入有机膨润土，搅

拌20min；调节转速至400rpm，加入水溶性负离子粉、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乳液、成膜助剂、

防冻剂和pH调节剂，搅拌12min；调节转速至800rpm，加入增稠剂，搅拌4min，得到连续相；

[0078] 制备水包砂涂料：按照55:25:20的质量比，分别称取调色基础漆、保护胶、连续相

备用；将调色基础漆加入到保护胶中造粒；造粒结束后，加入连续相，搅拌均匀并调整粘度

至彩点不再沉降，即得到水包砂多彩涂料。

[0079] 实施例3

[0080] 一种水包砂涂料，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0081] 保护胶30份、调色基础漆60份和连续相25份；

[0082] 所述保护胶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0083] 去离子水95份、分散剂3份、降粘剂5份、防霉剂4份、杀菌剂3份、保护胶粉20份和pH

调节剂1份；

[0084] 所述调色基础漆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0085] 去离子水65份、防霉剂0.5份、分散剂1份、纤维素1份、填料15份、除霾抗甲醛粉料

10份、消泡剂1.5份、pH调节剂0.8份，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乳液45份，成膜助剂1.5份，防冻

剂1.5份，杀菌剂1份，增稠剂0.8份，保护胶5份和雪花白100份；

[0086] 所述连续相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0087] 去离子水10份、有机膨润土0.5份、水溶性负离子粉3份、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乳

液85份、成膜助剂10份、防冻剂10份、pH调节剂0.5份和增稠剂0.8份。

[0088] 其中，分散剂使用OROTAN  731A；降粘剂为焦磷酸钠；防霉剂使用MERGAL  786型防

霉剂；杀菌剂使用MERGAL  K9N型杀菌剂；保护胶粉由质量比为2:1的硅酸镁铝和硅酸镁锂组

成；pH调节剂有质量比为2:1的陶氏化学的AMP-95和爱旺德的丁基乙醇胺组成；纤维素为

HS10W；填料由质量比为9:1的高岭土和钛白粉组成；除霾抗甲醛粉料由质量比为2:4:4:2的

椰壳活性炭、纳米硅片、电气石和硅藻泥组成；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乳液为南京百聚科技

有限公司的DA102H；消泡剂为科宁公司的FoamStar  A10；成膜助剂为2,2,4-三甲基-1,3-戊

二醇单异丁酸酯；防冻剂为丙二醇；增稠剂为ACRYSOL  TT-935；雪花白为120目的彩砂；所述

水溶性负离子粉为透明结晶型负离子粉。

[0089] 其中霾抗甲醛粉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90] 按照比例称取原料备用；在容器中加入水，以600rpm进行搅拌，将椰壳活性炭、纳

米硅片、电气石加入水中，搅拌15min，得到悬浊液，将悬浊液置于超声分散仪中分散15min；

分散结束后，将搅拌转速调节至800rpm，向容器中加入硅藻泥，调节转速至1500rpm，搅拌

25min，得到浆料；将浆料干燥至含水率小于0.5％，进行粉碎、过筛，得到除霾抗甲醛粉料。

[0091] 所述水包砂涂料的制备方法，该制备方法，至少包括以下步骤：

[0092] 制备保护胶：在空容器中加入去离子水，600rpm搅拌转速下，向水中加入分散剂、

降粘剂、防霉剂、杀菌剂和pH调节剂，搅拌2min后，调节搅拌转速至1500rpm，加入保护胶粉，

搅拌30min，得到保护胶；

[0093] 制备调色基础漆：在空容器中加入去离子水，500rpm搅拌转速下，加入防霉剂和分

散剂，搅拌2min；调节搅拌转速至800rpm，加入纤维素，搅拌10min；调节搅拌转速至900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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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填料、除霾抗甲醛粉料、消泡剂和pH调节剂，调节转速至1500rpm，搅拌25min；调节转速

至1200rpm，加入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乳液、成膜助剂、防冻剂、杀菌剂和增稠剂，搅拌

10min；调节转速至1400rpm，加入保护胶，搅拌3min，加入雪花白搅拌均匀，得到调色基础

漆；

[0094] 制备连续相：在空容器中加入去离子水，1100rpm搅拌转速下，加入有机膨润土，搅

拌20min；调节转速至500rpm，加入水溶性负离子粉、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乳液、成膜助剂、

防冻剂和pH调节剂，搅拌15min；调节转速至900rpm，加入增稠剂，搅拌5min，得到连续相；

[0095] 制备水包砂涂料：按照60:30:25的质量比，分别称取调色基础漆、保护胶、连续相

备用；将调色基础漆加入到保护胶中造粒；造粒结束后，加入连续相，搅拌均匀并调整粘度

至彩点不再沉降，即得到水包砂多彩涂料。

[0096] 对比例1

[0097] 用等量的纯丙乳液代替实施例1中的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乳液，其它组分和制备

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得到水包砂涂料。

[0098] 对比例2

[0099] 用等量的硅丙乳液代替实施例1中的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乳液，其它组分和制备

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得到水包砂涂料。

[0100] 对实施例1-3和对比例1-2中得到的水包砂涂料的各项性能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如

下表所示：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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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或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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