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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环保外墙涂料及其施工工艺。本发明公

开了一种环保外墙涂料，属于涂料技术领域，其

技术方案要点是按重量份数计，原料包括苯丙乳

液35-55份、环氧树脂15-25份、聚乙烯醇15-25

份、硅烷偶联剂5-15份、纳米氧化锌12-20份、硅

灰石粉2-6份、水5-10份、钛白粉6-12份、固化剂

1.1-1 .7份、消泡剂1.2-1 .6份、羧甲基纤维素8-

16份。达到提高涂料与墙面的附着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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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环保外墙涂料，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数计，原料包括苯丙乳液35-55份、环氧树

脂15-25份、聚乙烯醇15-25份、硅烷偶联剂5-15份、纳米氧化锌12-20份、硅灰石粉2-6份、水

5-10份、钛白粉6-12份、固化剂1.5-2.0份、消泡剂1.2-1.6份、羧甲基纤维素8-16份、邻羟基

苯甲酸苯酯1.8-3.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外墙涂料，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数计，包括苯丙乳

液45份、环氧树脂20份、聚乙烯醇20份、硅烷偶联剂10份、纳米氧化锌16份、硅灰石粉4份、水

8份、钛白粉9份、固化剂1.8份、消泡剂1.4份、羧甲基纤维素12份、邻羟基苯甲酸苯酯2.4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外墙涂料，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数计，原料还包括

活性炭4-10份。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环保外墙涂料，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数计，原料还包括

活性炭7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外墙涂料，其特征在于：固化剂采用聚异氰酸酯。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外墙涂料，其特征在于：消泡剂采用聚二甲基硅氧

烷。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外墙涂料，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数计，原料还包括

木质磺酸钠1.2-2.2份。

8.一种由权利要求1-7任一所述的环保外墙涂料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

骤：

S1：墙面基层处理，对墙面进行修补、清扫基层、填补缝隙，局部刮腻子，然后用界面水

泥砂浆在基层上拉毛，使水泥砂浆均匀涂刷在基层墙面上；

S2：贴聚苯板，将砂浆涂抹于聚苯板表面然后粘贴在处理好的基层墙面上，并控制好聚

苯板表面平整度；

S3：贴网格布，将网格布与聚苯板贴合，通过砂浆使网格布与聚苯板贴合，网格布之间

的搭接宽度不小于50mm；

S4：喷刷涂料，待网格布上的砂浆干燥后，并将网格布上的砂浆打磨光滑，然后进行喷

刷涂料，每次喷刷时沿一个方向进行喷刷，总喷刷3次，第一次喷刷的厚度为不大于1mm，待

第一次喷刷后的涂层干燥后，喷刷第二次，第二次喷刷的厚度为1mm-2mm，第三次喷刷的厚

度为1mm-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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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环保外墙涂料及其施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涂料施工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环保外墙涂料及其施工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墙面涂料对建筑墙面起装饰和保护，使建筑墙面美观整洁，同时也能够起到保护

建筑墙面，延长其实用寿命的作用。墙面涂料按建筑墙面分类包括内墙涂料和外墙涂料两

大部分。内墙涂料注重装饰和环保，外墙涂料注重防护和耐久。

[0003] 外墙涂料主要是装饰和保护建筑物的外墙面，是建筑物外貌整洁美观，从而达到

美化城市环境的目的。同时能够起到保护建筑物外墙壁的作用，延长使用时间，从而获得良

好的装饰与保护效果。

[0004] 由于外墙装饰直接暴露在大自然中，经受风、雨、日晒的侵袭，因此要求涂料有耐

水、保色、耐污染、耐老化以及良好的附着力，同时还具有抗冻融性好。但是现有的涂料在经

历风吹日晒后，涂料的附着力、耐水性能、耐老化性能均会下降，由于涂料的附着力和耐水

性能变差后，雨水进入涂料层后，会使得涂料层内的温度和涂料层外的温度不一致，导致涂

料层出现开裂现象，从而对建筑物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环保外墙涂料及其施工工

艺，达到提高涂料与墙面的附着力的效果。

[0006]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环保外墙涂料，按重量份数计，原料包括苯丙乳液35-55份、环氧树脂15-25份、聚

乙烯醇15-25份、硅烷偶联剂5-15份、纳米氧化锌12-20份、硅灰石粉2-6份、水5-10份、钛白

粉6-12份、固化剂1.1-1.7份、消泡剂1.2-1.6份、羧甲基纤维素8-16份。

[0007]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按重量份数计，包括苯丙乳液45份、环氧树脂20份、聚乙烯

醇20份、硅烷偶联剂10份、纳米氧化锌16份、硅灰石粉4份、水8份、钛白粉9份、固化剂1.4份、

消泡剂1.4份、羧甲基纤维素12份。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苯丙乳液作为涂料的基底，具有附着力好，且苯丙乳液耐

水、耐油和耐老化，同时苯丙乳液与聚乙烯醇配合使用，能够提高涂层的成膜性能，从而提

高涂层的固化时间。

[0009] 环氧树脂与固化剂的配合使用，能够使得喷刷后的涂料快速固化，同时环氧树脂

与固化剂的固化温度范围在0℃-180℃之间，减少施工环境对涂料的影响。环氧树脂中的羟

基和醚键的存在，既使得涂料的亲水性降低，使得涂料的耐水性能提高，同时醚键的存在，

使得环氧树脂与苯丙乳液能够充分混合，同时还提高涂料与墙体的粘附强度，防止长期使

用后，涂料与墙体之间出现分离。

[0010] 羧甲基纤维素作为保水剂，能够控制涂料在涂刷时的流变性能，同时羧甲基纤维

素与钛白粉结合，防止钛白粉在涂料中沉降而影响涂料的质量，由于环氧树脂分子链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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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力比较强，羧甲基纤维素、钛白粉与环氧树脂的结合能力差，而硅烷偶联剂的加入，能够

提高羧甲基纤维素与环氧树脂的结合，而羧甲基纤维素与钛白粉形成絮状物也增大了与环

氧树脂的结合面积，从而有助于钛白粉与环氧树脂的结合，提高涂层的机械强度，同时硅烷

偶联剂的加入，还提高涂层的耐水性能，有效防止涂层使用一段时间后，因涂层进水而对建

筑物的表面造成影响。

[0011] 纳米氧化锌的粒径细，比表面积大，自身易团聚，会影响纳米氧化锌在涂料中的分

散，而硅烷偶联剂的加入对纳米氧化锌具有一定的分散能力，同时，纳米氧化锌与硅烷偶联

剂、环氧树脂结合生成的无机-硅烷偶联剂-有机的界面层，提高纳米氧化锌与环氧树脂的

交联密度，从而提高涂层的机械强度，耐磨性以及抗老化性能;硅灰石粉的加入，能够有效

填充到苯丙乳液以及环氧树脂的孔隙中，减少涂层的孔隙率，节省成本,同时硅灰石粉的加

入，增加涂料的扩张能力，减少裂纹，还能够减少吸油量，增加抗腐能力。

[0012]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按重量份数计，原料还包括活性炭4-10份。

[0013]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按重量份数计，原料还包括活性炭7份。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活性炭作为环保材料，对环境和施工者不会造成伤害。活

性炭具有很强的吸附作用，能够有效提高涂层与墙体之间的粘附能力，有效防止涂层与墙

体分离，活性炭发达的细孔结构、巨大的内表面积和很好的耐热性、耐酸碱性，可作为催化

剂的载体，使得环氧树脂开环，开环后的环氧树脂在固化剂的作用下，与苯丙乳液固化交联

生成网状结构，提高涂层的附着力的同时，也提高涂层的机械强度，防止长期使用后的涂层

出现开裂现象。

[0015]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固化剂采用聚异氰酸酯。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聚异氰酸酯具有立体网状交联结构，与环氧树脂以及苯

丙乳液结合，提高涂料的交联密度，有效防止钛白粉在涂料中分层析出，提高涂层的机械强

度，同时聚异氰酸酯与大气湿度不敏感，使得涂层具有较高的耐水性。

[0017]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消泡剂采用聚二甲基硅氧烷。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环氧树脂、苯丙乳液在使用的过程中会产生气泡，气泡会

减小涂层与墙体的粘结强度，聚二甲基硅氧烷的加入，能够消除涂料中的气泡，增大涂层与

墙体的接触面积，从而增加涂层与墙体的附着力，聚二甲基硅氧烷作为有机硅，具有优良的

拒水性，同时无毒，不会对环境和施工者造成危害。

[0019]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按重量份数计，原料还包括木质磺酸钠1.2-2.2份。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木质磺酸钠作为阴离子型表面活性剂，具有很强的分散

能力，木质磺酸钠能够吸附在钛白粉颗粒的表面，可进行金属离子交换作用，使得钛白粉在

环氧树脂以及苯丙乳液中分散均匀，同时木质磺酸钠均有吸水性，在涂料中的量不宜过高，

这样有效减少涂料在使用过程中吸水量。

[0021] 本发明的目的二：提供一种环保外墙涂料施工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S1：墙面基层处理，对墙面进行修补、清扫基层、填补缝隙，局部刮腻子，然后用界面水

泥砂浆在基层上拉毛，使水泥砂浆均匀涂刷在基层墙面上；

S2：贴聚苯板，将砂浆涂抹于聚苯板表面然后粘贴在处理好的基层墙面上，并控制好聚

苯板表面平整度；

S3：贴网格布，将网格布与聚苯板贴合，通过砂浆使网格布与聚苯板贴合，网格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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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搭接宽度不小于50mm；

S4：喷刷涂料，待网格布上的砂浆干燥后，并将网格布上的砂浆打磨光滑，然后进行喷

刷涂料，涂料喷刷前混合均匀，每次喷刷时沿一个方向进行喷刷，总喷刷3次，第一次喷刷的

厚度为不大于1mm，待第一次喷刷后的涂层干燥后，喷刷第二次，第二次喷刷的厚度为1mm-

2mm，第三次喷刷的厚度为1mm-2mm。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先对墙面基层进行处理后，既使得墙面平整，同时也有助

于涂料与墙面粘结，墙面太光滑或太粗糙都会影响涂料与墙体的粘附，用砂浆对墙面基层

进行拉毛处理后，既使得墙面平整同时也使得墙面有一定的粗糙度，有助于涂料与墙面的

粘附。

[0023] 在前面上贴聚苯板后，有助于涂料与聚苯板的粘附，同时聚苯板的设置，增加了墙

面的机器强度，对墙面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网格布的增加提高了墙面的机械强度，同时对

喷刷在网格布的上的涂层起到一定的承载作用，有效防止涂层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裂缝。

涂料在涂刷的过程中先喷刷的厚度不能过厚，涂层过厚时涂层的内部干燥速度会比较慢，

导致涂层与墙面的粘附力比较弱，后期再喷刷的过程中，涂层与墙面的粘结能力也相应的

降低，所以涂层的厚度有助于提高涂层与墙体之间的附着力。

[0024]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纳米氧化锌与羧甲基纤维素、硅烷偶联剂的配合使用，能够提高涂膜的附着力，同时

纳米氧化锌与硅烷偶联剂的配合使用，能够生成无机-硅烷偶联剂-有机界面层，减少涂膜

的孔隙率，进一步提高涂膜与墙体之间的附着力；

2、活性炭的加入，能够减少对环境以及施工者的危害，同时活性炭具有发达的细孔结

构、巨大的内表面积和很好的耐热性、耐酸碱性，可作为催化剂的载体，使得环氧树脂开环，

开环后的环氧树脂在固化剂的作用下，与苯丙乳液固化交联生成网状结构，提高涂层的附

着力；

3、聚异氰酸酯与环氧树脂以及苯丙乳液结合，提高涂料的交联密度，有效防止钛白粉

在涂料中分层析出，提高涂层的机械强度，同时聚异氰酸酯与大气湿度不敏感，使得涂层具

有较高的耐水性。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的实施过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结合图1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7] 实施例1

一种环保外墙涂料，按重量份数计，原料包括苯丙乳液35份、环氧树脂15份、聚乙烯醇

15份、硅烷偶联剂5份、纳米氧化锌12份、硅灰石粉2份、水5份、钛白粉6份、固化剂1.1份、消

泡剂1.2份、羧甲基纤维素8份、活性炭4份、木质磺酸钠1.2份；其中固化剂采用聚异氰酸酯，

消泡剂采用聚二甲基硅氧烷。

[0028] 实施例2

一种环保外墙涂料，按重量份数计，原料包括苯丙乳液45份、环氧树脂20份、聚乙烯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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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份、硅烷偶联剂10份、纳米氧化锌16份、硅灰石粉4份、水8份、钛白粉9份、固化剂1.4份、消

泡剂1.4份、羧甲基纤维素12份、活性炭7份、木质磺酸钠1.7份；其中固化剂采用聚异氰酸

酯，消泡剂采用聚二甲基硅氧烷。

[0029] 实施例3

一种环保外墙涂料，按重量份数计，原料包括苯丙乳液55份、环氧树脂25份、聚乙烯醇

25份、硅烷偶联剂15份、纳米氧化锌20份、硅灰石粉6份、水10份、钛白粉12份、固化剂1.7份、

消泡剂1.6份、羧甲基纤维素16份、活性炭10份、木质磺酸钠2.2份；其中固化剂采用聚异氰

酸酯，消泡剂采用聚二甲基硅氧烷。

[0030] 实施例4

一种环保外墙涂料施工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S1：墙面基层处理，对墙面进行修补、清扫基层、填补缝隙，局部刮腻子，然后用界面水

泥砂浆在基层上拉毛，使水泥砂浆均匀涂刷在基层墙面上；

S2：贴聚苯板，将砂浆涂抹于聚苯板表面然后粘贴在处理好的基层墙面上，并控制好聚

苯板表面平整度；

S3：贴网格布，将网格布与聚苯板贴合，通过砂浆使网格布与聚苯板贴合，网格布之间

的搭接宽度不小于50mm；

S4：喷刷涂料，待网格布上的砂浆干燥后，并将网格布上的砂浆打磨光滑，然后进行喷

刷涂料，涂料喷刷前混合均匀，每次喷刷时沿一个方向进行喷刷，总喷刷3次，第一次喷刷的

厚度为不大于1mm，待第一次喷刷后的涂层干燥后，喷刷第二次，第二次喷刷的厚度为1mm-

2mm，第三次喷刷的厚度为1mm-2mm。

[0031] 对比例1

一种环保外墙涂料，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原料中无纳米氧化锌。

[0032] 对比例2

一种环保外墙涂料，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原料中无活性炭。

[0033] 对比例3

一种环保外墙涂料，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原料中无木质磺酸钠。

[0034] 涂料性能检测

对实施例1-3和对比例1-3制成的涂料按照实施例4的方法进行喷涂，对喷涂后的涂层

按照GB/T1720-88《涂膜附着力测定法》内容测定涂膜的附着力，按照GB/T6753.6-86对涂膜

施工性的检测，按照GB/T1865对涂膜耐人工老化性的测定，按照GB/T1733-93甲法规定对涂

膜耐水性的测定，测定结果如表1所示。

[0035] 表1涂料测定结果
项目 附着力 耐水性（48h） 耐老化性 外观 施工性

实施例1 脱落面积＜5% 无异常 无粉化、无裂缝 涂膜均匀，无针孔 二次涂刷无障碍

实施例2 无脱落 无异常 无粉化、无裂缝 涂膜均匀，无针孔 二次涂刷无障碍

实施例3 脱落面积＜5% 无异常 无粉化、无裂缝 涂膜均匀，无针孔 二次涂刷无障碍

对比例1 脱落面积12%-15%之间 1.0mm-2.0mm的泡 试布上有少量粒子，裂缝较多 有流挂，针孔较大 二次涂刷有困难

对比例2 脱落面积25%-30%之间 ＜0.5mm的泡 试布上有少量粒子，裂缝少 有流挂，针孔小 二次涂刷有困难

对比例3 脱落面积14%-16%之间 ＜0.5mm的泡 试布上有较多粒子，裂缝少 有流挂，针孔小 二次涂刷有困难

结果分析：

对实施例1-3分析可得，实施例2中的附着力、耐老化性以及耐水性能均优于实施例1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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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2中的附着力、耐老化性以及耐水性能，说明实施例2中的原料间的量有助于提高涂

层的附着力，耐水性能以及耐老化性能，同时也说明当涂料中个原料的量少于或者多于实

施例2中的原料的含量时，会导致涂料的各项性能下降，多于实施例2中的原料的含量的，同

时也会造成涂料浪费。

[0036] 对比例1-3和实施例2比较可得，对比例1-3中的各项性能均比实施例2中的各项性

能差，说明当原料中缺少纳米氧化锌、活性炭以及木质磺酸钠时，原料的附着力、耐水性以

及耐老化性能均会降低。当原料中缺少纳米氧化锌时，对比例1的针孔大于对比例2和对比

例3中的针孔，对比例1中的裂缝也比对比例2和对比例3中的裂缝多，说明纳米氧化锌的加

入，能够有效减少涂料中的孔隙率，减少裂缝。当原料中缺少活性炭时，对比例1和对比例3

中涂膜的脱落面积基本相同，但对比例2中的脱落面积就会增加，说明活性炭的加入能够有

效提高涂膜的附着力。当原料中缺少木质磺酸钠时，对比例1和对比例2中的耐老化性能降

低，试布上的颜料粒子少，而对比例3中的颜料粒子较多，说明木质磺酸钠的存在，有助于钛

白粉的扩散，防止钛白粉在涂料内分离，提高涂料的耐老化性能。

[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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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