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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包

括如下重量份的组分：苯丙乳液10～20份、硅丙

乳液10～15份、丁苯乳液10～15份、耐候粉体10

～20份、改性粉体5～10份、海泡石粉2～7份、空

心微珠5～10份、云母粉4～9份、凹凸棒土粉2～7

份和苯乙烯化苯酚0.5～3份。本发明中的涂料通

过几种组分的协同作用，并通过调整各组分之间

的重量比例，不仅提高了涂料的防水防潮性能，

提高了涂料的粘结性能，也提高了涂料的保温隔

热性、抗紫外线、抗老化和热反射能力。本发明还

提供了一种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的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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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重量份的组分：苯丙乳液10～20

份、硅丙乳液10～15份、丁苯乳液10～15份、耐候粉体10～20份、改性粉体5～10份、海泡石

粉2～7份、空心微珠5～10份、云母粉4～9份、凹凸棒土粉2～7份和苯乙烯化苯酚0.5～3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耐候粉体为金红石钛

白粉。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改性粉体为轻质碳酸

钙。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空心微珠的粒径≤

50u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

还包括消泡剂、抑泡剂、分散剂、成膜助剂、杀菌剂、增稠剂、水性色浆和水。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

还包括消泡剂0.1～0.2份、抑泡剂0.15～0.3份、分散剂0.5～2份、成膜助剂0.8～2份、杀菌

剂0.1～0.2份、增稠剂1～2份、水性色浆0.4～0.6份和水5～10份。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

的pH值为8.5～9.5。

8.一种如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如下步骤：

S1、按重量份备料；

S2、将耐候粉体、改性粉体、海泡石粉、空心微珠、云母粉、凹凸棒土粉和水混合均匀，得

到混合液A；将苯丙乳液、硅丙乳液、丁苯乳液和苯乙烯化苯酚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液B；将所

述混合液A和所述混合液B混合均匀，得到成品。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制备混合液A

时还加入了消泡剂、抑泡剂、分散剂、成膜助剂、杀菌剂和水性色浆，所述混合液A具体采用

如下方法制备：将水和水性色浆混合均匀，得到色浆液；将消泡剂、抑泡剂、分散剂、成膜助

剂、杀菌剂和色浆液混合均匀，得到助溶剂；再将助溶剂、耐候粉体、改性粉体、海泡石粉、空

心微珠、云母粉和凹凸棒土粉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液A。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混合液A和混

合液B混合均匀后，还向混合液中加入了增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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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涂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物的渗漏问题普遍存在，建筑防水成为建筑工程中普遍关注的问题，特别是

现代建筑趋向高层化、装配化后，对防水工程的要求更高，而防水涂料是防水工程中经常使

用的主要防水材料之一。

[0003] 目前，防水涂料的功能性较为单一，具有防水隔水的作用，而隔热、防辐射的效果

较差。现有的防水涂料主要采用苯乙烯-丙烯酸(SAE)或醋酸-醋酸乙烯(EVA)共聚乳液，这

两种材料都与水泥有较好的和易性和相容性，能够形成较好的连续的防水膜。这两种防水

材料只涂覆在建筑物的表层或建筑物内侧的一个薄层，成型完成后，防水涂料的导热性能

与建筑物的导热性能基本融为一体，但这两种防水涂料光线反射能力和耐候性差，使用寿

命较短，且日光的照射，会使建筑物室内的温度迅速升高，而室内的通风效果较差，导致散

热效果不佳，但建筑物的内部一般存在隔热的需求，需要采用一些设备进行升温或降温，耗

能严重。

[0004] 有鉴于此，为了减少碳排放，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良性发展，有必要提供一种具

有隔热和防辐射效果的防水涂料。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技术不足，提出一种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该防水涂

料具有隔热和防辐射效果；本发明另一方面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隔热防辐射涂料的制备

方法。

[0006] 为达到上述技术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提供一种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包括如

下重量份的组分：苯丙乳液10～20份、硅丙乳液10～15份、丁苯乳液10～15份、耐候粉体10

～20份、改性粉体5～10份、海泡石粉2～7份、空心微珠5～10份、云母粉4～9份、凹凸棒土粉

2～7份和苯乙烯化苯酚0.5～3份。

[000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还提供了一种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0008] S1、按重量份备料；

[0009] S2、将耐候粉体、改性粉体、海泡石粉、空心微珠、云母粉、凹凸棒土粉和水混合均

匀，得到混合液A；将苯丙乳液、硅丙乳液、丁苯乳液和苯乙烯化苯酚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液

B；将所述混合液A和所述混合液B混合均匀，得到成品。

[001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包括：

[0011] 1、本发明中添加的苯丙乳液能够连续成膜，提高了防水涂料界面的延伸性；硅丙

乳液能提高防水涂料的强度；丁苯乳液能提高防水涂料的耐热性能；耐候粉体和改性粉体

能调节防水涂料的流变性能，不仅提高和改善了防水涂料的界面强度和密实度，增强了防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110016261 A

3



水涂料的机械性能，且提高了防水涂料的耐候性；海泡石粉能提高涂料的隔热性能，且其具

有一定的流变性，提高了涂料的触变性和悬浮性；空心微珠具有中空结构，能提高涂料的隔

热效果，使光线漫射和散射，提升了涂料对红外热射线的阻隔能力；云母粉能辅助空心微

珠，进一步提升涂料对阳光的反射能力；凹凸棒土粉能提升涂料的形变能力，也具有隔热保

温的作用；苯乙烯化苯酚能够提升涂料的抗老化性；

[0012] 2、本发明中的涂料通过几种组分的协同作用，并通过调整各组分之间的重量比

例，不仅提高了涂料的防水防潮性能，提高了涂料的粘结性能，也提高了涂料的保温隔热

性、抗紫外线、抗老化和热反射能力；

[0013] 3、本发明中涂料的制备方法简单，各组分混合的更加均匀，适宜于工业化大批量

生产。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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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

本发明。

[0015] 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包括如下重量份的组分：苯丙

乳液10～20份、硅丙乳液10～15份、丁苯乳液10～15份、耐候粉体10～20份、改性粉体5～10

份、海泡石粉2～7份、空心微珠5～10份、云母粉4～9份、凹凸棒土粉2～7份和苯乙烯化苯酚

0.5～3份。

[0016] 本发明中，耐候粉体为金红石钛白粉；其具有较高的分散性、高遮盖力和较好的稳

定性，对防水涂料的稳定性起到保护作用，并增强涂膜的机械强度和附着力，防止裂纹，防

止紫外线和水分透过，以延长涂膜的寿命；若防水涂料是彩色的，还能使防水涂料成膜后色

彩鲜艳。

[0017] 本发明中，改性粉体为轻质碳酸钙；能调节涂料的粘度、流变性能和硫化性能，从

而提高涂料的耐热性、耐磨性和光泽度，并改善涂料的加工性能。

[0018] 本发明中，空心微珠的粒径≤50um，以增大空心微珠的表面积，提升涂料的隔热效

果，并增强光线的漫射和散射，从而增强涂料的防辐射效果。

[0019] 本发明中，该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还包括涂料领域常用的助剂和/或载体，包括但

不限于消泡剂、抑泡剂、分散剂、成膜助剂、杀菌剂、增稠剂、着色剂、溶剂中的至少一种；其

中溶剂为有机溶剂、植物油溶剂或水。

[0020] 在本发明的一些优选实施方式中，该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还包括：消泡剂、抑泡

剂、分散剂、成膜助剂、杀菌剂、增稠剂、水性色浆和水。其中，消泡剂能消除产生的气泡，提

高成膜的密实度；抑泡剂用以迅速消泡，并能够在较长的时间内抑制气泡的产生；分散剂能

使防水涂料体系混合均匀，悬浮性能增加，不沉淀，整个体系的物化性质更加稳定均一；成

膜助剂能更好的促使防水涂料表面形成一层膜，并加快膜的形成；杀菌剂能起到抗菌防霉

的效果；增稠剂能增加防水涂料的稠度，提高涂抹性能；水性色浆起到调节防水涂料颜色的

作用；水作为各组分溶合的载体，使各组分充分融合。本发明中消泡剂、抑泡剂、分散剂、成

膜助剂、杀菌剂、增稠剂和水性色浆具体使用哪种类型，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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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更优选地，该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助剂：消泡剂0.1～0.2份、抑

泡剂0.15～0.3份、分散剂0.5～2份、成膜助剂0.8～2份、杀菌剂0.1～0.2份、增稠剂1～2

份、水性色浆0.4～0.6份和水5～10份。通过优化防水涂料中助剂的量，以更好的提高防水

涂料的性能，并避免原料的浪费。

[0022] 本发明中，该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的pH值为8.5～9.5。

[0023]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还提供了一种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0024] (1)按重量份备料；

[0025] (2)将耐候粉体、改性粉体、海泡石粉、空心微珠、云母粉、凹凸棒土粉和水混合均

匀，得到混合液A；将苯丙乳液、硅丙乳液、丁苯乳液和苯乙烯化苯酚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液

B；将混合液A和混合液B混合均匀，得到成品。

[0026] 本发明中，制备混合液A时还加入了消泡剂、抑泡剂、分散剂、成膜助剂、杀菌剂和

水性色浆，混合液A具体采用如下方法制备：将水和水性色浆混合均匀，得到色浆液；将消泡

剂、抑泡剂、分散剂、成膜助剂、杀菌剂和色浆液混合均匀，得到助溶剂；再将助溶剂、耐候粉

体、改性粉体、海泡石粉、空心微珠、云母粉和凹凸棒土粉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液A。

[0027] 本发明中，将混合液A和混合液B混合均匀后，还向混合液中加入了增稠剂，以调节

成品的稠度。

[0028]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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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9] 本发明中的实验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方法。本发明中所用的实验材料如

无特殊说明，均为市场购买得到。

[0030] 实施例1：

[0031] 本发明的实施例1提供了一种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包括如下重量份的组分：苯丙

乳液15份、硅丙乳液12.5份、丁苯乳液13份、耐候粉体15份、改性粉体7份、海泡石粉4.5份、

空心微珠8份、云母粉6份、凹凸棒土粉5份、苯乙烯化苯酚1.7份、消泡剂0.15份、抑泡剂0.2

份、分散剂1.2份、成膜助剂1.5份、杀菌剂0.15份、增稠剂1.5份、水性色浆0.5份和水7份。

[0032] 该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采用如下方法制备：

[0033] (1)将水和水性色浆搅拌混合均匀，得到色浆液；将消泡剂、抑泡剂、分散剂、成膜

助剂、杀菌剂和色浆液搅拌混合均匀，得到助溶剂；再将助溶剂、耐候粉体、改性粉体、海泡

石粉、空心微珠、云母粉和凹凸棒土粉搅拌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液A；

[0034] (2)将苯丙乳液、硅丙乳液、丁苯乳液和苯乙烯化苯酚搅拌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液

B；

[0035] (3)将增稠剂和混合液B加入混合液A中，搅拌混合均匀后，将混合液的pH值调到9，

得到成品。

[0036] 实施例2：

[0037] 本发明的实施例2提供了一种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包括如下重量份的组分：苯丙

乳液12份、硅丙乳液11份、丁苯乳液11份、耐候粉体13份、改性粉体6份、海泡石粉3份、空心

微珠6份、云母粉5份、凹凸棒土粉4份、苯乙烯化苯酚1份、消泡剂0.15份、抑泡剂0.2份、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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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1份、成膜助剂1份、杀菌剂0.15份、增稠剂1.5份、水性色浆0.5份和水8份。

[0038] 该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的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中的制备方法相同，区别在于步骤

(3)中将混合液的pH值调到8.5后得到成品。

[0039] 实施例3：

[0040] 本发明的实施例3提供了一种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包括如下重量份的组分：苯丙

乳液18份、硅丙乳液13份、丁苯乳液14份、耐候粉体17份、改性粉体8份、海泡石粉5份、空心

微珠9份、云母粉8份、凹凸棒土粉6份、苯乙烯化苯酚2份、消泡剂0.15份、抑泡剂0.2份、分散

剂1.5份、成膜助剂1.5份、杀菌剂0.15份、增稠剂1.5份、水性色浆0.5份和水8份。

[0041] 该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的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中的制备方法相同，区别在于步骤

(3)中将混合液的pH值调到9.5后得到成品。

[0042] 实施例4：

[0043] 本发明的实施例4提供了一种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包括如下重量份的组分：苯丙

乳液10份、硅丙乳液10份、丁苯乳液10份、耐候粉体10份、改性粉体5份、海泡石粉2份、空心

微珠5份、云母粉4份、凹凸棒土粉2份、苯乙烯化苯酚0.5份、消泡剂0.1份、抑泡剂0.15份、分

散剂0.5份、成膜助剂0.8份、杀菌剂0.1份、增稠剂1份、水性色浆0.4份和水5份。

[0044] 该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的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中的制备方法相同。

[0045] 实施例5：

[0046] 本发明的实施例5提供了一种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包括如下重量份的组分：苯丙

乳液20份、硅丙乳液15份、丁苯乳液15份、耐候粉体20份、改性粉体10份、海泡石粉7份、空心

微珠10份、云母粉9份、凹凸棒土粉7份、苯乙烯化苯酚3份、消泡剂0.2份、抑泡剂0.3份、分散

剂2份、成膜助剂2份、杀菌剂0.2份、增稠剂2份、水性色浆0.6份和水10份。

[0047] 该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的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中的制备方法相同。

[0048] 对本发明实施例1～5中制得的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的性能进行测试，性能测试结

果如表1所示：

[0049] 表1 实施例1～5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性能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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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0051] 由表1可以看出，本发明实施例1～5中制得的隔热防辐射防水涂料的粘结强度、拉

伸强度、断裂延伸率以及隔热性能均优于市售传统防水涂料，干燥时间也比市售传统防水

涂料更短。

[0052] 以上所述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并不构成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任何根据

本发明的技术构思所做出的各种其他相应的改变与变形，均应包含在本发明权利要求的保

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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