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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LED光源水性UV涂料，所述水性UV涂料

由100重量份的水性脂肪族聚氨酯丙烯酸酯树

脂、20‑50重量份的水性脂肪族聚氨酯分散体、1‑

20重量份的丙烯酸单体、1‑10重量份的光引发

剂、1‑15重量份的添加助剂，所述水性UV涂料的

固含量为30‑60%，所述光引发剂选自Irgacure 

500、IRGACURE  819  DW、光引发剂1173、光引发剂

184、TPO、TPO‑L中的两种或多种。本发明通过引

入水性脂肪族聚氨酯分散体，采用特定的光引发

剂和干燥工艺，大大提高了UV涂料LED光源固化

后的耐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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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LED光源水性UV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性UV涂料包括100重量份的水性脂肪

族聚氨酯丙烯酸酯树脂、20-50重量份的水性脂肪族聚氨酯分散体、1-20重量份的丙烯酸单

体、1-10重量份的光引发剂、1-15重量份的添加助剂，所述水性UV涂料的固含量为30-60%，

所述光引发剂选自Irgacure  500、IRGACURE  819  DW、光引发剂1173、光引发剂184、TPO、

TPO-L中的两种或多种；

所述水性UV涂料还包括5-30重量份的疏水不饱和季铵盐化合物，所述疏水不饱和季铵

盐化合物的结构如下：

其中，R1为长链疏水性基团，R2为甲基或乙基，R3、R4为含不饱和键的基团；

所述水性UV涂料的喷涂固化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喷涂步骤：按照80-100克每平方米的涂布量喷涂水性UV涂料于基材；

第一除湿步骤：将喷涂后的基材放置于待干房中0.2-3小时，所述待干房内的温度控制

在20-28摄氏度，湿度控制在30%rh以下；

第二除湿步骤：待干房升温至30-35摄氏度并保持0.5-3小时，湿度控制在30%rh以下；

第三除湿步骤：待干房升温至60-70摄氏度并保持5-20分钟，湿度控制在30%rh以下；

固化步骤：湿度控制在30%rh以下的条件下，将喷涂有水性UV涂料的基材进行光固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LED光源水性UV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光引发剂为

IRGACURE  819  DW、Irgacure  500与TPO-L的混合物，所述IRGACURE  819  DW、Irgacure  500

与TPO-L的质量比为1：（5-10）：（5-1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LED光源水性UV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添加助剂选自消

泡剂、流平剂、润湿分散剂、防流挂助剂、附着力促进剂中的一种或几种。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LED光源水性UV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消泡剂选自破泡

聚硅氧烷溶液、聚醚改性聚二甲基硅氧烷溶液、硅氧化聚醚乳液中的一种或多种。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LED光源水性UV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流平剂选自聚醚

改性硅氧烷溶液、非离子型丙烯酸共聚物溶液、离子型聚丙烯酸酯溶液、聚醚改性丙烯酸类

官能团的聚二甲基硅氧烷溶液中的一种或多种。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LED光源水性UV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附着力促进剂为

硅烷类偶联剂，所述硅烷类偶联剂选自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3-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3-缩

水甘油醚氧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γ-甲基丙烯酰氧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γ-巯丙基三乙

氧基硅烷中的一种或多种。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LED光源水性UV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光固化的光能量

为400-800焦耳，灯管与基材表面的垂直距离控制在20cm以下，灯管固定，基材的输送速度

为10-20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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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LED光源水性UV涂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LED光源水性UV涂料。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场上出现了一种节能LED光源固化系统，用一种特殊的UV光油涂布在印刷

材料上，然后再用这种节能LED光源固化系统固化。该固化系统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比

传统的高压汞灯装置固化系能耗低，耗电量仅为传统汞灯式固化剂10％；使用寿命长，LED-

UV光源使用寿命可高达2万～3万小时，是现有高压汞灯和金属卤素灯(1500小时)的十几

倍；另外还有热量小等特点，用LED光源的光电转换效率高，不会产生太多的热量，能有效防

止印品因过热而产生收缩形变。

[0003] 水性UV涂料是最近兴起的新一代光固化涂料，它同时具备光固化  涂料的固化速

度快，生产效率高，漆膜丰满度高等优点，同时以水做溶剂取代  有机溶剂，大大减低了VOC

的挥发量，很好的符合了当代对环境的环保要求。

[0004] 使用LED光源固化系统，具有低能耗，低热量，灯管使用寿命长等优点，但普通水性

UV涂料在LED系统无法固化。因传统的UV光油固化利用了200～400nm的整个紫外光谱，而这

种LED固化系统发出的光是长波段，只集中在紫外光谱中一个狭窄的范围，通常是390～

405nm，所以普通的水性UV涂料用这种LED系统固化时会出现不能将光油固化，气味大，光泽

度低，耐磨差等缺点。

[0005] 因此，在本领域中，期望开发一种能够适用于LED光源固化系统的LED光源水性UV

涂料，以克服普通LED光源水性UV涂料在LED固化系统不能固化，不耐磨等技术难题。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LED光源水性UV涂料，所述水性UV涂料

由100重量份的水性脂肪族聚氨酯丙烯酸酯树脂、20-50重量份的水性脂肪族聚氨酯分散

体、1-20重量份的丙烯酸单体、1-10重量份的光引发剂、1-15重量份的添加助剂，所述水性

UV涂料的固含量为30-60%，所述光引发剂选自Irgacure  500、IRGACURE  819  DW、光引发剂

1173、光引发剂184、TPO、TPO-L中的两种或多种。

[0007] 所述光引发剂为IRGACURE  819  DW、Irgacure  500与TPO-L的混合物，所述

IRGACURE  819  DW、Irgacure  500与TPO-L的质量比为1：（5-10）：（5-10）。

[0008] 所述添加助剂选自消泡剂、流平剂、润湿分散剂、防流挂助剂、附着力促进剂中的

一种或几种。

[0009] 所述消泡剂选自破泡聚硅氧烷溶液、聚醚改性聚二甲基硅氧烷溶液、不含有机硅

的破泡聚硅氧烷和憎水固体的混合物、硅氧化聚醚乳液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0] 所述流平剂选自聚醚改性硅氧烷溶液、非离子型丙烯酸共聚物溶液、离子型聚丙

烯酸酯溶液、聚醚改性丙烯酸类能团聚二甲基硅氧烷溶液、聚醚改性丙烯酸类官能团聚的

聚二甲基硅氧烷溶液中的一种或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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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润湿分散剂选自低分子量多元羧酸聚合物羟基铵盐溶液、多官能团聚合物的

醇铵盐溶液、部分中和的多元羧酸聚合物的烃基铵盐、聚硅氧烷共聚物溶液中的一种或多

种。

[0012] 所述附着力促进剂选自所述硅烷类偶联剂选自γ-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氨丙基

三乙氧基硅烷3-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3-缩水甘油醚氧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γ-甲基丙烯酰

氧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γ―巯丙基三乙氧基硅烷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3] 所述水性UV涂料还包括5-30重量份的疏水不饱和季铵盐化合物，所述疏水不饱和

季铵盐化合物的结构如下：

[0014]

[0015] 其中，R1为长链疏水性基团，R2为甲基或乙基，R3、R4为含不饱和键的基团。

[0016] 喷涂固化工艺，所述喷涂固化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17] 喷涂步骤：按照80-100克每平方米的涂布量喷涂水性UV涂料于基材；

[0018] 第一除湿步骤：将喷涂后的基材放置于待干房中0.2-3小时，所述待干房内的温度

控制在20-28摄氏度，湿度控制在30%rh以下；

[0019] 第二除湿步骤：待干房升温至30-35摄氏度并保持0.5-3小时，湿度控制在30%rh以

下；

[0020] 第三除湿步骤：待干房升温至60-70摄氏度并保持5-20分钟，湿度控制在30%rh以

下；

[0021] 固化步骤：湿度控制在30%rh以下的条件下，将喷涂有水性UV涂料的基材进行光固

化。

[0022] 所述光固化的光能量为400-800焦耳，所述灯管与基材表面的垂直距离控制在

20cm以下，所述灯管固定，所述基材的输送速度为10-20m/min。

[0023] 本发明通过引入水性脂肪族聚氨酯分散体，采用特定的光引发剂和干燥工艺，大

大提高了UV涂料LED光源固化后的耐磨性。

[0024] 参考以下详细说明更易于理解本申请的上述以及其他特征、方面和优点。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除非另有限定，本文使用的所有技术以及科学术语具有与本发明所属领域普通技

术人员通常理解的相同的含义。当存在矛盾时，以本说明书中的定义为准。

[0026] 一种LED光源水性UV涂料，所述水性UV涂料由100重量份的水性脂肪族聚氨酯丙烯

酸酯树脂、20-50重量份的水性脂肪族聚氨酯分散体、1-20重量份的丙烯酸单体、1-10重量

份的光引发剂、1-15重量份的添加助剂，所述水性UV涂料的固含量为30-60%，所述光引发剂

选自Irgacure  500、IRGACURE  819  DW、光引发剂1173、光引发剂184、TPO、TPO-L中的两种或

多种。

[0027] 水性脂肪族聚氨酯丙烯酸酯树脂

[0028] 本发明的水性脂肪族聚氨酯丙烯酸酯树脂选自市售的重均分子量在1500-800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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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脂肪族聚氨酯丙烯酸酯树脂，例如深圳优阳科技的GP-5132、GP-5120、GP-5102。

[0029] 丙烯酸单体

[0030] 丙烯酸单体选自水性单官能单体例如，HEMA、HEA、HPA、NVP。

[0031] 水性脂肪族聚氨酯分散体

[0032] 本发明的水性脂肪族聚氨酯分散体，其由脂肪族二异氰酸酯与多元醇及含有亲水

基团的二元醇发生聚合反应得到的预聚物经中和及高速兼且分散在水中得到，水性脂肪族

聚氨酯分散体的分子量为4000-5000道尔顿，羟基基团含量低于0.01%。

[0033] (1)所述的脂肪族二异氰酸酯，选自HDI、HMDI、IPDI、XDI中的一种或两种或多种；

[0034] (2)所述的多元醇可以为聚醚型多元醇，如聚乙二醇、聚丙二醇、聚四氢呋喃或者

它们的混合物；所用的多元醇也可以为聚酯型多元醇，如聚己二酸类多元醇，聚碳酸酯类多

元醇，聚己内酯类多元醇或者它们的混合物。优选聚酯多元醇，分子量为400-1200道尔顿；

[0035] (3)所述的含有亲水基团的二元醇包括二羟甲基丙酸(DMPA)和二羟甲基丁酸

(DMBA)中的一种或者两者。

[0036]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案，所述光引发剂为IRGACURE  819  DW、Irgacure  500与

TPO-L的混合物，所述IRGACURE  819  DW、Irgacure  500与TPO-L的质量比为1：（5-10）：（5-

10）。

[0037] 添加助剂选自消泡剂、流平剂、润湿分散剂、防流挂助剂、附着力促进剂中的一种

或几种。

[0038] 本发明所述的消泡剂选自破泡聚硅氧烷溶液、聚醚改性聚二甲基硅氧烷溶液、不

含有机硅的破泡聚硅氧烷和憎水固体的混合物、硅氧化聚醚乳液中的一种或多种。其中破

泡聚硅氧烷溶液的不挥发份为15％-30％，聚醚改性聚二甲基硅氧烷溶液的不挥发成分为

50％-70％，不含有机硅的破泡聚硅氧烷溶液和憎水固体混合物的不挥发份为20％-38％，

硅氧化聚醚的乳液的不挥发份为20％-35％。

[0039] 所述消泡剂优选聚醚改性聚二甲基硅氧烷溶液、不含有机硅的破泡聚硅氧烷和憎

水固体在聚乙二醇中的混合物复配，复配重量比为(1-2):1。

[0040] 本发明所述流平剂选自聚醚改性硅氧烷溶液、非离子型丙烯酸共聚物溶液、离子

型聚丙烯酸酯溶液、聚醚改性丙烯酸类能团聚二甲基硅氧烷溶液、聚醚改性丙烯酸类官能

团聚的聚二甲基硅氧烷溶液中的一种或多种，优选聚醚改性硅氧烷溶液。

[0041] 本发明所述润湿分散剂选自低分子量多元羧酸聚合物羟基铵盐溶液、多官能团聚

合物的醇铵盐溶液、部分中和的多元羧酸聚合物的烃基铵盐和聚硅氧烷共聚物溶液中的一

种或多种。其中低分子量多元羧酸聚合物羟基铵盐溶液型润湿分散剂不挥发份为40％-

60％，多官能团聚合物的醇铵盐溶液型润湿分散剂不挥发份为30％-50％，部分中和的多元

羧酸聚合物的羟基铵盐和聚硅氧烷共聚物溶液型润湿分散剂不挥发份为40％-60％；优选

多官能团聚合物的醇铵盐溶液型润湿分散剂。

[0042] 本发明所述防流挂助剂选自聚氨酯溶液、脲改性的聚氨酯溶液、聚烃基羧酸酰胺

溶液中的一种或多种。

[0043] 本发明所述附着力促进剂所述的附着力促进剂选自非离子型化合物类促进剂、硅

烷类偶联剂、酞酸酯类偶联剂等，优选硅烷类偶联剂。其中所述硅烷类偶联剂选自γ―氨丙

基三甲氧基硅烷、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3-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3-缩水甘油醚氧基丙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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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氧基硅烷、γ-甲基丙烯酰氧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γ―巯丙基三乙氧基硅烷中的一种或

多种。

[0044]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案，所述水性UV涂料还包括5-30重量份的疏水不饱和季铵

盐化合物，所述疏水不饱和季铵盐化合物的结构如下：

[0045]

[0046] 其中，R1为长链疏水性基团，R2为甲基或乙基，R3、R4为含不饱和键的基团。

[0047] 本发明的一种疏水不饱和季铵盐化合物的制备方法如下：

[0048]

[0049] 本发明的疏水不饱和季铵盐化合物能够与水性脂肪族聚氨酯分散体产生很好的

配合，干燥过程中，迅速形成疏水层，有利于涂层水分的干燥，使得得到的涂层耐磨性大大

增强。

[0050] 一种水性UV涂料喷涂固化工艺，所述喷涂固化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51] 喷涂步骤：按照80-100克每平方米的涂布量喷涂水性UV涂料于基材；

[0052] 第一除湿步骤：将喷涂后的基材放置于待干房中0.2-3小时，所述待干房内的温度

控制在20-28摄氏度，湿度控制在30%rh以下；

[0053] 第二除湿步骤：待干房升温至30-35摄氏度并保持0.5-3小时，湿度控制在30%rh以

下；

[0054] 第三除湿步骤：待干房升温至60-70摄氏度并保持5-20分钟，湿度控制在30%rh以

下；

[0055] 固化步骤：湿度控制在30%rh以下的条件下，将喷涂有水性UV涂料的基材进行光固

化。

[0056] 所述光固化的光能量为400-800焦耳，所述灯管与基材表面的垂直距离控制在

20cm以下，所述灯管固定，所述基材的输送速度为10-20m/min。

[0057] 在下文中，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更详细地描述，但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仅是

例示的而非限制性的。如果没有其它说明，所用原料都是市售的。

[0058] 下面参照几个例子详细描述本发明。

[0059] 水性脂肪族聚氨酯分散体X1

[0060] 将A组分PTMEG1000、B组分HDI和C组分BDO分别升温至100、60、80℃，在A组分中添

加40ppm的DabcoT-9，0.2%wt的Irganox1010，0.2%wt  Irgafos168，0.4%wt  Tinuvin  329，

0.4%wt  Tinuvin  292；在C组分中添加BDO质量1.31倍的DMBA，待上述三组分充分熔融均匀

后维持温度在80、60、60℃；

[0061] 将A、B、C三组份以57.7%wt，33.4%wt，8.9%wt的比例混合均匀后，加入部分HDI使得

混合液中的NCO基团与OH基团的摩尔比为1.2：1，升温到140-180℃、在200rpm转速搅拌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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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2min后水下切粒、收集得到水性聚氨酯颗粒；

[0062] 将20Kg上述水性聚氨酯颗粒陆续投入到盛有50Kg丙酮/水混合物中(质量比3:2)，

再添加700g  TEA，升温至70℃，在200rpm下恒温2h以保证上述水性聚氨酯颗粒完全乳化分

散，再脱溶、降温、过滤，得到固含量为60.0%wt的水性脂肪族聚氨酯分散体，水性脂肪族聚

氨酯分散体的分子量为4000道尔顿。

[0063] 水性脂肪族聚氨酯分散体X2

[0064] 将A组分PTMEG1000、B组分HDI和C组分BDO分别升温至100、60、80℃，在A组分中添

加40ppm的DabcoT-9，0.2%wt的Irganox1010，0.2%wt  Irgafos168，0.4%wt  Tinuvin  329，

0.4%wt  Tinuvin  292；在C组分中添加BDO质量1.31倍的DMBA，待上述三组分充分熔融均匀

后维持温度在80、60、60℃；

[0065] 将A、B、C三组份以57.7%wt，33.4%wt，8.9%wt的比例混合均匀后，加入部分HDI使得

混合液中的NCO基团与OH基团的摩尔比为1.2：1，升温到140-180℃、在200rpm转速搅拌下反

应6min后水下切粒、收集得到水性聚氨酯颗粒；

[0066] 将20Kg上述水性聚氨酯颗粒陆续投入到盛有50Kg丙酮/水混合物中(质量比3:2)，

再添加69.4Kg  TEA，升温至70℃，在200rpm下恒温2h以保证上述水性聚氨酯颗粒完全乳化

分散，再脱溶、降温、过滤，得到固含量为60.0%wt的水性脂肪族聚氨酯分散体，水性脂肪族

聚氨酯分散体的分子量为5000道尔顿。

[0067] 水性脂肪族聚氨酯分散体X3

[0068] 将A组分PTMEG2000、B组分HDI和C组分BDO分别升温至100、60、80℃，在A组分中添

加40ppm的DabcoT-9，0.2%wt的Irganox1010，0.2%wt  Irgafos168，0.4%wt  Tinuvin  329，

0.4%wt  Tinuvin  292；在C组分中添加BDO质量1.31倍的DMBA，待上述三组分充分熔融均匀

后维持温度在80、60、60℃；

[0069] 将A、B、C三组份以57.7%wt，33.4%wt，8.9%wt的比例混合均匀后，加入部分HDI使得

混合液中的NCO基团与OH基团的摩尔比为1.2：1，升温到140-180℃、在200rpm转速搅拌下反

应2min后水下切粒、收集得到水性聚氨酯颗粒；

[0070] 将20Kg上述水性聚氨酯颗粒陆续投入到盛有50Kg丙酮/水混合物中(质量比3:2)，

再添加69.4Kg  TEA，升温至70℃，在200rpm下恒温2h以保证上述水性聚氨酯颗粒完全乳化

分散，再脱溶、降温、过滤，得到固含量为60.0%wt的水性脂肪族聚氨酯分散体，水性脂肪族

聚氨酯分散体的分子量为7000道尔顿。

[0071] 疏水不饱和季铵盐化合物N1

[0072]

[0073] 实施例1

[0074] 水性UV涂料的组成包括：100重量份的水性脂肪族聚氨酯丙烯酸酯树脂（深圳优阳

科技GP-5132）、30重量份的水性脂肪族聚氨酯分散体X1、5重量份的丙烯酸单体HEA、4重量

份的光引发剂（0.2重量份的IRGACURE  819  DW、2重量份的Irgacure  500与1.8重量份的

TPO-L）、8重量份的添加助剂（2重量份的硅氧化聚醚乳液消泡剂、2重量份的聚醚改性硅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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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溶液消泡剂、2重量份的低分子量多元羧酸聚合物羟基铵盐溶液润湿分散剂、2重量份的

硅烷类偶联剂γ―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加入适量的水使得水性UV涂料的固含量为50%。

[0075] 实施例2

[0076] 水性UV涂料的组成包括：100重量份的水性脂肪族聚氨酯丙烯酸酯树脂（深圳优阳

科技GP-5132）、40重量份的水性脂肪族聚氨酯分散体X2、10重量份的丙烯酸单体NVP、4重量

份的光引发剂（0.2重量份的IRGACURE  819  DW、2重量份的Irgacure  500与1.8重量份的

TPO-L）、8重量份的添加助剂（2重量份的硅氧化聚醚乳液消泡剂、2重量份的聚醚改性硅氧

烷溶液消泡剂、2重量份的低分子量多元羧酸聚合物羟基铵盐溶液润湿分散剂、2重量份的

硅烷类偶联剂γ―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加入适量的水使得水性UV涂料的固含量为50%。

[0077] 实施例3

[0078] 水性UV涂料的组成包括：100重量份的水性脂肪族聚氨酯丙烯酸酯树脂（深圳优阳

科技GP-5132）、30重量份的水性脂肪族聚氨酯分散体X3、5重量份的丙烯酸单体HEMA、4重量

份的光引发剂（0.2重量份的IRGACURE  819  DW、2重量份的Irgacure  500与1.8重量份的

TPO-L）、8重量份的添加助剂（2重量份的硅氧化聚醚乳液消泡剂、2重量份的聚醚改性硅氧

烷溶液消泡剂、2重量份的低分子量多元羧酸聚合物羟基铵盐溶液润湿分散剂、2重量份的

硅烷类偶联剂γ―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加入适量的水使得水性UV涂料的固含量为50%。

[0079] 实施例4

[0080] 水性UV涂料的组成包括：100重量份的水性脂肪族聚氨酯丙烯酸酯树脂（深圳优阳

科技GP-5132）、30重量份的水性脂肪族聚氨酯分散体X3、5重量份的丙烯酸单体HEMA、10重

量份的疏水不饱和季铵盐化合物N1、4重量份的光引发剂（0.2重量份的IRGACURE  819  DW、2

重量份的Irgacure  500与1.8重量份的TPO-L）、8重量份的添加助剂（2重量份的硅氧化聚醚

乳液消泡剂、2重量份的聚醚改性硅氧烷溶液消泡剂、2重量份的低分子量多元羧酸聚合物

羟基铵盐溶液润湿分散剂、2重量份的硅烷类偶联剂γ―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加入适量

的水使得水性UV涂料的固含量为50%。

[0081] 对比例1

[0082] 与实施例3相同，不加入30重量份的水性脂肪族聚氨酯分散体X3，水性UV涂料的组

成包括：100重量份的水性脂肪族聚氨酯丙烯酸酯树脂（深圳优阳科技GP-5132）、5重量份的

丙烯酸单体HEMA、4重量份的光引发剂（0.2重量份的IRGACURE  819  DW、2重量份的Irgacure 

500与1.8重量份的TPO-L）、8重量份的添加助剂（2重量份的硅氧化聚醚乳液消泡剂、2重量

份的聚醚改性硅氧烷溶液消泡剂、2重量份的低分子量多元羧酸聚合物羟基铵盐溶液润湿

分散剂、2重量份的硅烷类偶联剂γ―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加入适量的水使得水性UV涂

料的固含量为50%。

[0083] 喷涂固化工艺1：

[0084] 按照80-100克每平方米的涂布量喷涂水性UV涂料于基材；将喷涂后的基材放置于

待干房中2小时，待干房内的温度控制在25摄氏度，湿度控制在30%rh以下；待干房升温至35

摄氏度并保持2小时，湿度控制在30%rh以下；待干房升温至60摄氏度并保持15分钟，湿度控

制在30%rh以下；湿度控制在30%rh以下的条件下，将喷涂有水性UV涂料的基材进行光固化。

光固化的灯管为led灯灯管，光固化的光能量为600焦耳，灯管与基材表面的垂直距离控制

在15cm，基材的输送速度为15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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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5] 喷涂固化工艺2：

[0086] 按照80-100克每平方米的涂布量喷涂水性UV涂料于基材；将喷涂后的基材放置于

待干房中2小时，待干房内的温度控制在25摄氏度，湿度控制在30%rh以下；待干房升温至35

摄氏度并保持2小时，湿度控制在30%rh以下；湿度控制在30%rh以下的条件下，将喷涂有水

性UV涂料的基材进行光固化。光固化的灯管为LED灯灯管，光固化的光能量为600焦耳，灯管

与基材表面的垂直距离控制在15cm，基材的输送速度为15m/min。

[0087] 喷涂固化工艺3：

[0088] 按照80-100克每平方米的涂布量喷涂水性UV涂料于基材；将喷涂后的基材放置于

待干房中2小时，待干房内的温度15摄氏度，湿度为70%rh；待干房升温至35摄氏度并保持2

小时；将喷涂有水性UV涂料的基材进行光固化。光固化的灯管为LED灯灯管，光固化的光能

量为600焦耳，灯管与基材表面的垂直距离控制在15cm，基材的输送速度为15m/min。

[0089]

[0090] 可以看出，本发明的水性UV涂料具有很好的耐磨性能。

[009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是

根据本发明内容所做的均等变化与修饰，均涵盖在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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