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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桥墩桥梁装饰保护用涂料，

按重量份算包含以下组分：水性含氟丙烯酸酯类

树脂15~30份；K2硅树脂乳液26~30份；NSR 801漆

膜增强剂5~10份；MK888甲基硅酸钾水溶液1~2

份；多聚磷酸盐0.10~0.15份；料粉10~15份；HEC

纤维素0.20~0.30份；辅料1.7~3.1份；用于补足

的水。还公开了一种桥墩桥梁装饰保护用涂料的

制备方法。本发明达到的有益效果是：耐腐蚀性

好、防水、耐冲刷、热稳定性好、具有优异的抗污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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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桥墩桥梁装饰保护用涂料，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算包含：

水性含氟丙烯酸酯类树脂             15~30份；

K2硅树脂乳液                       26~30份；

NSR  801漆膜增强剂                  5~10份；

MK888甲基硅酸钾水溶液              1~2份；

多聚磷酸盐                         0.10~0.15份；

料粉                               10~15份；

HEC纤维素                          0.20~0.30份；

辅料                               1.7~3.1份；

用于补足的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桥墩桥梁装饰保护用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辅料包括

分散剂、BS  1306疏水剂、增稠剂、成膜助剂、防腐剂、消泡剂。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桥墩桥梁装饰保护用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分散剂为

0.1~0.2份，BS  1306疏水剂为0.8~1.5份，增稠剂为0.5~0.8份，成膜助剂为0.10~0.20份，防

腐剂为0.10~0.20份，消泡剂为0.10~0.20份。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桥墩桥梁装饰保护用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粉料还包

括云母粉、滑石粉中的一种或多种。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桥墩桥梁装饰保护用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水性含氟

丙烯酸酯类树脂为15份，K2硅树脂乳液为26份，NSR  801漆膜增强剂为5份，MK888甲基硅酸

钾水溶液为1份，多聚磷酸盐为0.10份，料粉为10份，HEC纤维素为0.20份，辅料为1.7份；

其中辅料中，分散剂为0.1份，BS  1306疏水剂为0.8份，增稠剂为0.5份，成膜助剂为

0.10份，防腐剂为0.10份，消泡剂为0.10份。

6.一种桥墩桥梁装饰保护用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其制备步骤为：

S1、搅拌罐中加水，将分散剂、HEC纤维素、部分消泡剂、粉料一起投入，高速转动，分散

10~20min；

S2、再依次投入防腐剂、成膜助剂、MK888甲基硅酸钾水溶液、部分多聚磷酸盐、BS  1306

疏水剂、NSR  801漆膜增强剂，搅拌分散5~10min；

S3、最后，依次加入水性含氟丙烯酸酯类树脂、K2硅树脂乳液、剩余的多聚磷酸盐、剩余

的消泡剂，搅拌分散10~20min，在搅拌过程中注意加水，保持粘稠度。

7.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桥墩桥梁装饰保护用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步骤S1中，转速为1000~1200r/min；步骤S2和步骤S3中，转速逐渐减小至400~600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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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桥墩桥梁装饰保护用涂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涂料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桥墩桥梁装饰保护用涂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涂料广泛应用于房屋建筑的内墙和外墙领域，但是桥墩桥梁用涂料与一般的涂料

不同，要求耐腐蚀性、热稳定性、能抵抗较强的紫外线、还必须要求优越的抗冻和抗碳化性

能。一般的普通防腐油漆，采用传统锌粉，制备出的漆料产品性能一般。

[0003] 因此，一般的涂料组分配比，不能满足桥墩桥梁的使用。

[0004] 为此本公司研发了一种桥墩桥梁装饰保护用涂料，以满足使用要求。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点，提供一种耐腐蚀性好、防水、耐冲刷、热

稳定性好、具有优异的抗污能力的桥墩桥梁装饰保护用涂料及其制备方法。

[0006]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桥墩桥梁装饰保护用涂料，按重量

份算包含以下组分：

[0007]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的辅料包括分散剂、BS  1306疏水剂、增稠剂、成膜助剂、防腐剂、消

泡剂。

[0009] 更进一步地，所述的分散剂为0.1～0.2份，BS  1306疏水剂为0.8～1.5份，增稠剂

为0.5～0.8份，成膜助剂为0.10～0.20份，防腐剂为0.10～0.20份，消泡剂为0.10～0.20

份。

[0010] 优先地，所述的粉料还包括云母粉、滑石粉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1] 优选地，所述的水性含氟丙烯酸酯类树脂为15份，K2硅树脂乳液为26份，NSR  801

漆膜增强剂为5份，MK888甲基硅酸钾水溶液为1份，多聚磷酸盐为0.10份，料粉为10份，HEC

纤维素为0.20份，辅料为1.7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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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其中辅料中，分散剂为0.1份，BS  1306疏水剂为0.8份，增稠剂为0.5份，成膜助剂

为0.10份，防腐剂为0.10份，消泡剂为0.10份。

[0013] 一种桥墩桥梁装饰保护用涂料的制备方法，其制备步骤为：

[0014] S1、搅拌罐中加水，将分散剂、HEC纤维素、部分消泡剂、粉料一起投入，高速转动，

分散10～20min；

[0015] S2、再依次投入防腐剂、成膜助剂、MK888甲基硅酸钾水溶液、部分多聚磷酸盐、BS 

1306疏水剂、NSR  801漆膜增强剂，搅拌分散5～10min；

[0016] S3、最后，依次加入水性含氟丙烯酸酯类树脂、K2硅树脂乳液、剩余的多聚磷酸盐、

剩余的消泡剂，搅拌分散10～20min，在搅拌过程中注意加水，保持粘稠度。

[0017] 进一步地，所述的步骤S1中，转速为1000～1200r/min；步骤S2和步骤S3中，转速逐

渐减小至400～600r/min。高速转动是为了加速分散，而低速转动则是为了粘稠搅拌。

[0018]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19] (1)本方案中，高成分的水性含氟丙烯酸酯类树脂，其有机硅分子的表面能低、同

时Si－O－Si分子链化学亲和力高，从而能够渗透到混凝土内部，形成三维交联的憎水网络

结构，使材料表面形成防护层，降低有害离子渗透，防止钢筋锈蚀，提高材料耐候和耐腐蚀

性能；聚合物中含氟基团会富集到聚合物与空气的界面，并且C—F键的键长小、键能高、极

化率低，能够使桥墩桥梁具有优异的耐候性、热稳定性、化学稳定性和耐水、耐油、耐沾污

性、自清洁性；

[0020] (2)本方案中，通过采用MK888甲基硅酸钾水溶液，与水接触反应生成聚甲基硅酸，

能够保持基底的自然外表的特性，当水分蒸发后，甲基硅酸钾会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CO2)

发生反应，生成碳酸钾K2CO3，聚甲基硅酸和碳酸钾在基材表层形成一层不能溶解的网状防

水透气膜，起到防水、防潮的作用；

[0021] (3)通过在涂料中加入疏水助剂，解决了城市桥墩桥梁抗污效果较差、一下雨就污

浊不堪、干燥后又留下痕迹、不能保持持久的观感效果的问题，能有效抗污抗雨痕；

[0022] (4)通过引入比水泥自然颜色稍浅的粉料，如云母粉、滑石粉，使涂料有一定遮盖、

又不完全遮盖且处于半透明状态，可以对桥墩质量一般、桥墩表面颜色不太均匀、存在色差

的桥墩进行着色装饰保护，半遮盖瑕疵。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方案涂料涂刷后的疏水性和硬度的效果图；

[0024] 图2为本方案涂料的色彩修补效果图；

[0025] 图3为本实施涂料的拍花效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描述，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局限于以下所述。

[0027] 一种桥墩桥梁装饰保护用涂料，包括水性含氟丙烯酸酯类树脂、K2硅树脂乳液、

NSR  801漆膜增强剂、MK888甲基硅酸钾水溶液、多聚磷酸盐、料粉、HEC纤维素、辅料，还包括

补足用的水。

[0028] 之所以选用高分量的水性含氟丙烯酸酯类树脂，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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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硅分子的表面能低，同时Si－O－Si分子链化学亲和力高，在成膜过程中能够迁移到涂膜

表面，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建筑物的耐候性，部分小分子的乳液它可渗透到混凝土内部，形成

三维交联的憎水网络结构，使材料表面形成永久的防护层，降低有害离子渗透，防止钢筋锈

蚀，提高材料耐候和耐腐蚀性能；另一方面是，其含有的羟基基团可与无机硅酸盐材料有很

好的亲和力，从而使它和基材牢固地连接起来。非极性的有机基团向外排列形成憎水层，改

变硅酸盐材料的表面特性，又能起疏水作用。

[0029] 同时，水性含氟丙烯酸酯类树脂是选用丙烯酸支链结构改性氟树脂制得的，由于

含氟基团位于聚合物的侧链上，取向朝外，在成膜过程中，聚合物中含氟基团会富集到聚合

物与空气的界面，并向空气中伸展，使得含氟丙烯酸酯聚合物具有优异的表面性能。由于

C—F键的键长小，键能高，极化率低，应用于桥墩桥梁涂料装饰保护，可以使桥墩桥梁具有

优异的耐候性、热稳定性、化学稳定性和耐水、耐油、耐沾污性、自清洁性，耐久性可达15年

以上。

[0030] 并且，MK888为甲基硅酸钾水溶液，具有可渗透、可吸收，且能够保持基底的自然外

表的特性，与水接触反应生成聚甲基硅酸；水分蒸发后，甲基硅酸钾会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CO2)发生反应，生成碳酸钾K2CO3。聚甲基硅酸和碳酸钾赋予基材表层形成一层不能溶解

的网状防水透气膜，具有具有优秀的防水效果和防渗、防潮性能。

[0031] NSR  801漆膜增强剂，该成分为改性无机硅酸纳米材料，是很好的无机粘合剂和表

面改性剂，应用于本方案中涂料，可以提高桥墩桥梁表面漆膜的力学性能(硬度、附着力、拉

伸强度等)，从而使桥墩桥梁在涂刷本方案中的涂料后，桥墩表面漆膜具有更好的耐候、耐

水、耐水白性能，优异的漆膜抗回粘性能。

[0032] 桥墩桥梁装饰保护用涂料在制备时，其步骤为：

[0033] S1、搅拌罐中加水，将分散剂、HEC纤维素、部分消泡剂、粉料一起投入，高速转动，

转速为1000～1200r/min，分散10～20min；

[0034] S2、再依次投入防腐剂、成膜助剂、MK888甲基硅酸钾水溶液、部分多聚磷酸盐、BS 

1306疏水剂、NSR  801漆膜增强剂，搅拌分散5～10min，转速下降至400～600r/min；

[0035] S3、最后，依次加入水性含氟丙烯酸酯类树脂、K2硅树脂乳液、剩余的多聚磷酸盐、

剩余的消泡剂，搅拌分散10～20min，在搅拌过程中注意加水，保持粘稠度，转速保持400～

600r/min。

[0036] 下面采用三种较为优选的实施例。

[0037] 【实施例1】

[0038] 一种桥墩桥梁装饰保护用涂料，按重量份算包含：15份的水性含氟丙烯酸酯类树

脂，26份的K2硅树脂乳液，5份的NSR  801漆膜增强剂，1份的MK888甲基硅酸钾水溶液，0.10

份的多聚磷酸盐，10份的料粉，0.20份HEC纤维素，1.7份的辅料；还包括补足用的水。

[0039] 辅料中，包括0.1份的分散剂，0.8份的BS  1306疏水剂，0.5份的增稠剂，0.10份的

成膜助剂，0.10份的防腐剂，0.10份的消泡剂。

[0040] 【实施例2】

[0041] 一种桥墩桥梁装饰保护用涂料，按重量份算包含：17份的水性含氟丙烯酸酯类树

脂，27份的K2硅树脂乳液，5.5份的NSR  801漆膜增强剂，1.2份的MK888甲基硅酸钾水溶液，

0.10份的多聚磷酸盐，10份的料粉，0.20份HEC纤维素，1.8～3.1份的辅料；还包括补足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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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0042] 辅料中，包括0.1份的分散剂，0.8份的BS  1306疏水剂，0.5份的增稠剂，0.10份的

成膜助剂，0.10份的防腐剂，0.10份的消泡剂。

[0043] 【实施例3】

[0044] 一种桥墩桥梁装饰保护用涂料，按重量份算包含：20份的水性含氟丙烯酸酯类树

脂，28份的K2硅树脂乳液，6份的NSR  801漆膜增强剂，1.4份的MK888甲基硅酸钾水溶液，

0.10份的多聚磷酸盐，12份的料粉，0.25份HEC纤维素，2.0份的辅料；还包括补足用的水。

[0045] 辅料中，包括0.15份的分散剂，1.0份的BS  1306疏水剂，0.6份的增稠剂，0.15份的

成膜助剂，0.15份的防腐剂，0.15份的消泡剂。

[0046] 实验一：选用本方案中的涂料与普通桥墩涂料进行对比，关键性能如表一所示。

[0047] 可以看出，本方案中的桥墩涂料与普通桥墩涂料比较，具有更优异的抗泛盐碱性、

耐擦洗性、耐沾污性、抗透水性，从耐人工老化1500h无异常，可以看出本方案中该涂料具有

优异的耐候耐久性。并且从铅笔硬度和接触角比较，可以看出本方案中该涂料的漆膜硬度

非常高，且非常的疏水。

[0048] 表一本方案涂料与普通桥墩涂料的关键性能对比

[0049]

[0050] 实验二：施工外观效果。

[0051] 本方案中的桥墩涂料可以调色，可以拍花，可根据不同施工工艺做多种色彩效果。

而普通桥墩涂料只能做出清水混凝土本色效果，不可调色。

[0052] 效果一：清水混凝土效果

[0053] 跟普通桥墩涂料施工工艺一样，在一些浇筑质量好的，表面平整光滑，色泽均匀，

无蜂窝麻面，无锈斑的桥墩桥梁，直接涂刷本方案中的桥墩涂料可达到清水混凝土保护效

果。但本方案中桥墩涂料具有更优异的疏水性、漆膜硬度、耐候耐久性(如图1所示)。

[0054] 效果二：色彩修补效果

[0055] 本方案中的桥墩涂料可以调色，做成桥墩专用修色漆，针对那些局部表面色差较

大、或者有难清除污渍的桥墩桥梁。应用普通桥墩涂料无法实现，而选用本方案中的桥墩专

用修色漆进行修补，可达到色差修补效果(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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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效果三：拍花效果

[0057] 本方案中桥墩涂料可以做成桥墩拍花漆，选用拍花施工工艺，拍出花纹桥墩效果，

而普通桥墩涂料不可(如图3所示)。

[0058] 以上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几种实施方式，但并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发明专

利范围的限制。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所作出的若干变形

和改进，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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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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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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