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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长时间内渐变色彩半透

明外墙涂料及其制造方法，该外墙涂料由三个部

分组成，一是内部固化有三氧化钨粉末的分别作

为底层涂层和最外层涂层的聚氨酯基柔性固态

导电膜，二是钙钛矿太阳能转换材料，三是以1

枚/m2-2枚/m2植入密度贯穿底层涂层和最外层

涂层的M2规格不锈钢自攻螺钉；聚氨酯基柔性固

态导电膜具体由异氟尔酮二异氰酸酯、聚丙二

醇、1,4-丁二醇、非离子聚醚二元醇、二月桂酸丁

基锡、高氯酸锂、双三氟甲基磺酰亚胺锂反应获

得；钙钛矿太阳能转换材料具体由甲基碘化胺、

碘化铅反应获得。本发明环保、耐高温、电致变

色、耐侯、抗冲击、墙面结合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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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长时间内渐变色彩半透明外墙涂料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原材料准备

①原材料准备：按重量份准备异氟尔酮二异氰酸酯15份-20份、聚丙二醇15份-20份、1,

4-丁二醇20份-30份、非离子聚醚二元醇15份-20份、二月桂酸丁基锡0.1份-0.2份、高氯酸

锂5份-6份、双三氟甲基磺酰亚胺锂50份-60份、甲基碘化胺1.5份-1.6份、碘化铅4.6份-4.8

份、三氧化钨粉末6份-8份、足量M2规格不锈钢自攻螺钉；

②辅材准备：准备足量氮气、足量乙醇、足量N,N-二甲基甲酰胺、聚氧化乙烯培养皿；

2)柔性固态基质制造

①将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非离子聚醚二元醇、聚丙二醇、异氟尔酮二异氰酸酯混合均

匀，在氮气保护下升温至93℃-95℃，反应2.5h-3h，然后冷却至室温，获得反应物A；

②在步骤①获得的反应物A中加入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1,4-丁二醇、二月桂酸丁基锡，

升温至72℃-78℃，随时通过添加适量乙醇调整反应液运动粘度不高于15mm2/s，反应2h-

2.5h，反应完成后在氮气保护下自然冷却至室温，获得反应物B；

③将步骤②获得的反应物B与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高氯酸锂混合均匀，控制高氯酸锂

在溶液中的质量保持在14.5％-16％，搅拌12min-15min后再静置30-35min，获得混合物C；

④将步骤③获得的混合物C与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双三氟甲基磺酰亚胺锂、三氧化钨

粉末共混至混合均匀，获得待用柔性固态基质原料D；

3)粗制钙钛矿原料制造

①将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甲基碘化胺、碘化铅混合均匀，将混合物与阶段1)步骤②准

备的N,N-二甲基甲酰胺配制成饱和溶液，该饱和溶液即为所需粗制钙钛矿原料；

4)涂料制造

①将阶段2)获得的待用柔性固态基质原料D选取40％-50％置于聚氧化乙烯培养皿中，

不断滤出培养出的固化物，并将获得的固化物喷涂在外墙表面，自然成膜，获得底层涂料；

②在步骤①获得的底层涂料上以3500rpm/min-3800rpm/min速率旋涂阶段3)获得的粗

制钙钛矿原料，旋涂完毕后采用加热喷枪加热旋涂液至90℃-120℃，至旋涂液完全固化在

底层涂料表面为止，获得整合涂层；

③将剩余阶段2)获得的待用柔性固态基质原料D置于聚氧化乙烯培养皿中，不断滤出

培养出的固化物，并将获得的固化物喷涂在步骤②获得的整合涂层表面，自然成膜后再采

用M2规格不锈钢自攻螺钉以1枚/m2-2枚/m2的密度从涂层最外表面开始完全攻入墙体，即获

得所需外墙涂料。

2.一种长时间内渐变色彩半透明外墙涂料，其特征在于：该长时间内渐变色彩半透明

外墙涂料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内部固化有三氧化钨粉末的分别作为底层涂层和最外层涂

层的聚氨酯基柔性固态导电膜，二是钙钛矿太阳能转换材料，三是以1枚/m2-2枚/m2植入密

度贯穿底层涂层和最外层涂层的M2规格不锈钢自攻螺钉；聚氨酯基柔性固态导电膜具体由

异氟尔酮二异氰酸酯15份-20份、聚丙二醇15份-20份、1,4-丁二醇20份-30份、非离子聚醚

二元醇15份-20份、二月桂酸丁基锡0.1份-0.2份、高氯酸锂5份-6份、双三氟甲基磺酰亚胺

锂50份-60份反应获得；钙钛矿太阳能转换材料具体由甲基碘化胺1.5份-1.6份、碘化铅4.6

份-4.8份反应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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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长时间内渐变色彩半透明外墙涂料及其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外墙涂料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长时间内渐变色彩半透明外墙涂料

及其制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外墙涂料均为树脂基材料或真石基材料，只有防护和装饰效果，而且装饰效

果变化少、表现固化，同时为节约成本会大量使用含苯、甲醛等有害挥发物的材料；同时目

前现有技术中的所有涂料干结后均为刚性材料，不耐冲击、易脱落，且随着时间延长会逐渐

变质、老化而导致失效。

[0003] 电致变色材料是指材料的光学属性(反射率、透过率、吸收率等)在外加电场的作

用下发生稳定、可逆的颜色变化的现象，在外观上表现为颜色和透明度的可逆变化。具有电

致变色性能的材料称为电致变色材料。而目前现有技术中还没有将该类材料应用于外墙涂

料，但其反应特性及其化学稳定性均可适用于墙环境。

[0004] 因此，市面上急需一种环保、耐高温、电致变色、耐侯、抗冲击、墙面结合力好的外

墙涂料。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环保、耐高温、电致变色、耐侯、抗冲击、墙面结合力好的外墙

涂料。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长时间内渐变色彩半透明外

墙涂料的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原材料准备

[0008] ①原材料准备：按重量份准备异氟尔酮二异氰酸酯15份-20份、聚丙二醇15份-20

份、1,4-丁二醇20份-30份、非离子聚醚二元醇15份-20份、二月桂酸丁基锡0.1份-0.2份、高

氯酸锂5份-6份、双三氟甲基磺酰亚胺锂50份-60份、甲基碘化胺1.5份-1 .6份、碘化铅4.6

份-4.8份、三氧化钨粉末6份-8份、足量M2规格不锈钢自攻螺钉；

[0009] ②辅材准备：准备足量氮气、足量乙醇、足量N,N-二甲基甲酰胺、聚氧化乙烯培养

皿；

[0010] 2)柔性固态基质制造

[0011] ①将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非离子聚醚二元醇、聚丙二醇、异氟尔酮二异氰酸酯混

合均匀，在氮气保护下升温至93℃-95℃，反应2.5h-3h，然后冷却至室温，获得反应物A；

[0012] ②在步骤①获得的反应物A中加入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1,4-丁二醇、二月桂酸丁

基锡，升温至72℃-78℃，随时通过添加适量乙醇调整反应液运动粘度不高于15mm2/s，反应

2h-2.5h，反应完成后在氮气保护下自然冷却至室温，获得反应物B；

[0013] ③将步骤②获得的反应物B与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高氯酸锂混合均匀，控制高氯

酸锂在溶液中的质量保持在14.5％-16％，搅拌12min-15min后再静置30-35min，获得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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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C；

[0014] ④将步骤③获得的混合物C与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双三氟甲基磺酰亚胺锂、三氧

化钨粉末共混至混合均匀，获得待用柔性固态基质原料D；

[0015] 3)粗制钙钛矿原料制造

[0016] ①将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甲基碘化胺、碘化铅混合均匀，将混合物与阶段1)步骤

②准备的N,N-二甲基甲酰胺配制成饱和溶液，该饱和溶液即为所需粗制钙钛矿原料；

[0017] 4)涂料制造

[0018] ①将阶段2)获得的待用柔性固态基质原料D选取40％-50％置于聚氧化乙烯培养

皿中，不断滤出培养出的固化物，并将获得的固化物喷涂在外墙表面，自然成膜，获得底层

涂料；

[0019] ②在步骤①获得的底层涂料上以3500rpm/min-3800rpm/min速率旋涂阶段3)获得

的粗制钙钛矿原料，旋涂完毕后采用加热喷枪加热旋涂液至90℃-120℃，至旋涂液完全固

化在底层涂料表面为止，获得整合涂层；

[0020] ③将剩余阶段2)获得的待用柔性固态基质原料D置于聚氧化乙烯培养皿中，不断

滤出培养出的固化物，并将获得的固化物喷涂在步骤②获得的整合涂层表面，自然成膜后

再采用M2规格不锈钢自攻螺钉以1枚/m2-2枚/m2的密度从涂层最外表面开始完全攻入墙体，

即获得所需外墙涂料。

[0021] 一种长时间内渐变色彩半透明外墙涂料，该长时间内渐变色彩半透明外墙涂料由

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内部固化有三氧化钨粉末的分别作为底层涂层和最外层涂层的聚氨酯

基柔性固态导电膜，二是钙钛矿太阳能转换材料，三是以1枚/m2-2枚/m2植入密度贯穿底层

涂层和最外层涂层的M2规格不锈钢自攻螺钉；聚氨酯基柔性固态导电膜具体由异氟尔酮二

异氰酸酯15份-20份、聚丙二醇15份-20份、1,4-丁二醇20份-30份、非离子聚醚二元醇15份-

20份、二月桂酸丁基锡0.1份-0.2份、高氯酸锂5份-6份、双三氟甲基磺酰亚胺锂50份-60份

反应获得；钙钛矿太阳能转换材料具体由甲基碘化胺1.5份-1.6份、碘化铅4.6份-4.8份反

应获得。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1)本发明所采用的所有组份都是粗制

工艺，即不要求形态规整、尺寸精确和电学性能优异等，仅具备基本的成膜性能、模糊的厚

度边界及较差的光电转换性能，这一方面极大地降低了工艺技术门槛、节约了生产成本，另

一方面也是由于本发明的变色涂料并不需要精确、高效的功能特征，但需求与墙面结合力

和原理上的实现性。(2)本发明通过有机地将柔性聚氨酯基固态电解质膜作为导电膜和空

穴阻隔膜层，以粗制的钙钛矿材料作为光电转换材料构筑成原始简单的电池模型，通过不

锈钢钉贯穿正负极引导电子迁移，实现电致变色的功能基础，因此，实际上本发明用于外墙

涂料时还有明显的电屏蔽效应，因此特别适用于需要电屏蔽或雷电频发的区域。(3)本发明

的基膜是聚氨酯基材料，自耐侯且本身与水泥表面结合就较好，再通过整体成膜后获得的

三层膜结构构筑成一块整板，以铆钉的形式再固化，因此本发明的实际结合力远大于现有

技术的涂层结合力。(4)本发明没有采用任何于环境或人体有害的材料及工艺，因此环保性

好。因而本发明具有环保、耐高温、电致变色、耐侯、抗冲击、墙面结合力好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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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实施例1：

[0024] 该外墙涂料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内部固化有三氧化钨粉末的分别作为底层涂层

和最外层涂层的聚氨酯基柔性固态导电膜，二是钙钛矿太阳能转换材料，三是以1枚/m2-2

枚/m2植入密度贯穿底层涂层和最外层涂层的M2规格不锈钢自攻螺钉；聚氨酯基柔性固态

导电膜具体由异氟尔酮二异氰酸酯、聚丙二醇、1,4-丁二醇、非离子聚醚二元醇、二月桂酸

丁基锡、高氯酸锂、双三氟甲基磺酰亚胺锂反应获得；钙钛矿太阳能转换材料具体由甲基碘

化胺、碘化铅反应获得；

[0025] 上述外墙涂料的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6] 1)原材料准备

[0027] ①原材料准备：按重量份准备异氟尔酮二异氰酸酯162kg、聚丙二醇158kg、1,4-丁

二醇210kg、非离子聚醚二元醇176kg、二月桂酸丁基锡1.2kg、高氯酸锂57kg、双三氟甲基磺

酰亚胺锂588kg、甲基碘化胺15.3kg、碘化铅47.2kg、三氧化钨粉末71kg、足量M2规格不锈钢

自攻螺钉；

[0028] ②辅材准备：准备足量氮气、足量乙醇、足量N,N-二甲基甲酰胺、聚氧化乙烯培养

皿；

[0029] 2)柔性固态基质制造

[0030] ①将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非离子聚醚二元醇、聚丙二醇、异氟尔酮二异氰酸酯混

合均匀，在氮气保护下升温至93℃-95℃，反应2.5h-3h，然后冷却至室温，获得反应物A；

[0031] ②在步骤①获得的反应物A中加入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1,4-丁二醇、二月桂酸丁

基锡，升温至72℃-78℃，随时通过添加适量乙醇调整反应液运动粘度不高于15mm2/s，反应

2h-2.5h，反应完成后在氮气保护下自然冷却至室温，获得反应物B；

[0032] ③将步骤②获得的反应物B与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高氯酸锂混合均匀，控制高氯

酸锂在溶液中的质量保持在14.5％-16％，搅拌12min-15min后再静置30-35min，获得混合

物C；

[0033] ④将步骤③获得的混合物C与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双三氟甲基磺酰亚胺锂、三氧

化钨粉末共混至混合均匀，获得待用柔性固态基质原料D；

[0034] 3)粗制钙钛矿原料制造

[0035] ①将阶段1)步骤①准备的甲基碘化胺、碘化铅混合均匀，将混合物与阶段1)步骤

②准备的N,N-二甲基甲酰胺配制成饱和溶液，该饱和溶液即为所需粗制钙钛矿原料；

[0036] 4)涂料制造

[0037] ①将阶段2)获得的待用柔性固态基质原料D选取40％-50％置于聚氧化乙烯培养

皿中，不断滤出培养出的固化物，并将获得的固化物喷涂在外墙表面，自然成膜，获得底层

涂料；

[0038] ②在步骤①获得的底层涂料上以3500rpm/min-3800rpm/min速率旋涂阶段3)获得

的粗制钙钛矿原料，旋涂完毕后采用加热喷枪加热旋涂液至90℃-120℃，至旋涂液完全固

化在底层涂料表面为止，获得整合涂层；

[0039] ③将剩余阶段2)获得的待用柔性固态基质原料D置于聚氧化乙烯培养皿中，不断

滤出培养出的固化物，并将获得的固化物喷涂在步骤②获得的整合涂层表面，自然成膜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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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采用M2规格不锈钢自攻螺钉以1枚/m2-2枚/m2的密度从涂层最外表面开始完全攻入墙体，

即获得所需外墙涂料。

[0040] 本发明的结合力级别在不计入不锈钢螺钉的前提下按GB/T9286-1998检测为1级，

采用国际照明委员会CIE1976规定方法检测紫外线照射96h涂层无变化，抗冲击性110kg·

cm-140kg·cm，表面硬度0.5H-1H，光电转换效率3.7％-5.2％，电致变色，下同。

[0041] 实施例2：

[0042] 整体与实施例1一致，差异之处在于：

[0043] 上述外墙涂料的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4] 1)原材料准备

[0045] ①原材料准备：按重量份准备异氟尔酮二异氰酸酯150kg、聚丙二醇150kg、1,4-丁

二醇200kg、非离子聚醚二元醇150kg、二月桂酸丁基锡1kg、高氯酸锂50kg、双三氟甲基磺酰

亚胺锂500kg、甲基碘化胺16kg、碘化铅48kg、三氧化钨粉末80kg、足量M2规格不锈钢自攻螺

钉；

[0046] 实施例3：

[0047] 整体与实施例1一致，差异之处在于：

[0048] 上述外墙涂料的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9] 1)原材料准备

[0050] ①原材料准备：按重量份准备异氟尔酮二异氰酸酯200kg、聚丙二醇200kg、1,4-丁

二醇300kg、非离子聚醚二元醇200kg、二月桂酸丁基锡2kg、高氯酸锂60kg、双三氟甲基磺酰

亚胺锂600kg、甲基碘化胺15kg、碘化铅46kg、三氧化钨粉末60kg、足量M2规格不锈钢自攻螺

钉；

[0051]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仅为了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

发明。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

定义的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此，

本发明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

点相一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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