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1394914.0

(22)申请日 2017.12.2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034346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5.15

(73)专利权人 万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

地址 315812 浙江省宁波市大榭开发区环

岛北路39号万华工业园

    专利权人 万华化学（广东）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郝宝祥　陆佳伟　刘旭阳　孙伟祖　

李燕　邓俊英　孙家宽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信诺创成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728

代理人 陈悦军

(51)Int.Cl.

C09D 175/04(2006.01)

C09D 5/08(2006.01)

C08G 18/62(2006.01)

审查员 刘浩亮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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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用于生产水性涂层的组合物，

所述组合物包括A组分和B组分，其中，所述A组分

包括水性羟基丙烯酸乳液和水性羟基丙烯酸分

散体，所述B组分包括水性异氰酸酯固化剂。本发

明的组合物形成的涂层,即使在没有防锈涂层的

前提下,使漆膜具有极佳的防腐性能,避免防锈

填料水解导致体系不稳定的问题；同时,在保证

漆膜防腐性能的前提下,赋予漆膜优异的施工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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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性涂层体系，其包括：

(1)底漆层；和

(2)直接或间接附着在所述底漆层上的层，包括A组分和B组分，其中，所述A组分包括水

性羟基丙烯酸乳液和水性羟基丙烯酸分散体，所述B组分包括水性异氰酸酯固化剂；所述水

性羟基丙烯酸乳液、水性羟基丙烯酸分散体和水性异氰酸酯固化剂已被固化；

所述水性羟基丙烯酸乳液的羟基含量：1.0-3.0％，其聚合物重均分子量在10万-50万；

所述水性羟基丙烯酸乳液为Tg：40-90℃，固含：40-50％的羟基丙烯酸乳液；

所述水性羟基丙烯酸分散体的羟基含量：2.0-4 .0％，其聚合物重均分子量在2000-

15000；所述水性羟基丙烯酸分散体为Tg：20-50℃，固含：40-50％的羟基丙烯酸分散体；

所述水性羟基丙烯酸乳液与水性羟基丙烯酸分散体的含固量之比为1:1-3:1；所述水

性羟基丙烯酸乳液和水性羟基丙烯酸分散体中羟基的摩尔量与所述异氰酸酯固化剂的摩

尔量之比为1:1-1:1.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性涂层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性异氰酸酯固化剂为磺酸

盐改性的异氰酸酯固化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性涂层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A组分中还包括涂料助剂，所

述B组分还包括有机溶剂；

其中，所述涂料助剂包括颜料、填料、成膜助剂、分散剂、润湿剂、消泡剂、中和剂、增稠

剂和防霉剂中的至少一种；

所述有机溶剂为丙二醇甲醚醋酸酯和/或丙二醇二醋酸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水性涂层体系，其特征在于，

所述A组分由以下重量份物质组成：

所述B组分由以下重量份物质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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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异氰酸酯固化剂            70-90份

溶剂                          10-30份；

所述A组分与B组分之间的用量比为使得所述水性羟基丙烯酸乳液和水性羟基丙烯酸

分散体中羟基的摩尔量与所述异氰酸酯固化剂的摩尔量之比为1:1-1:1.5。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水性涂层体系，其特征在于，

所述A组分通过以下步骤配置：

(a)将配方量80-90％的去离子水加入分散罐中，搅拌下依次加入水性羟基丙烯酸分散

体、中和剂、分散剂、润湿剂、配方量50％消泡剂预分散；

(b)再加入颜料、填料，搅拌分散以得到浆料；

(c)将分散后的浆料研磨至细度<30微米，加入配方量的水性羟基丙烯酸乳液搅拌均

匀；

(d)再加入成膜助剂、余量消泡剂、增稠剂、防霉剂及余量的去离子水，搅拌20-40分钟，

用200目纱网过滤即得；

所述B组分通过以下步骤配置：

按配方量将所述有机溶剂与水性异氰酸酯固化剂混合均匀后得到。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水性涂层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直接或间接附着在

所述底漆层上的层为面漆层。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水性涂层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面漆层直接附着在所述底漆

层上。

8.包含如权利要求1-7中任一项所述的水性涂层体系的制品。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制品，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品为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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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生产水性涂层的组合物及其形成的涂层体系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水性涂料，具体是一种用于生产水性涂层的组合物。例如用于水

性集装箱双涂层体系的外面层涂料及其形成的涂层体系。

背景技术

[0002] 世界上约95％的集装箱在中国生产，每年消耗涂料在20-30万吨。从2017年4月起,

国家法规要求集装箱涂料全部转水。

[0003] 目前市场较为成熟的为三涂层配套体系:水性环氧富锌底漆+水性环氧云铁中涂+

水性丙烯酸面漆。由于水性涂料较油性涂料干速慢、易产生漆膜弊病。所以切换水性的同

时,往往带来生产效率的降低,增加生产成本。因此开发水性双涂层配套体系,简化施工工

艺显得尤为必要。普通水性丙烯酸面漆由于其防腐性能较差,无法用于水性集装箱双涂层

配套体系。水性羟基丙烯酸分散体由于厚涂施工性差及干速慢的问题也无法用于水性集装

箱双涂层配套体系。

[0004] 专利号CN  103805029  B公开了一种集装箱内面水性防腐涂料及生产方法，其以水

性丙烯酸改性环氧树脂为基料，树脂耐候性较差,无法用于集装箱外面漆。专利号CN 

102618159  B公开了一种集装箱用水性聚氨酯防腐蚀涂料及其制备方法,其用单组分聚氨

酯分散体搭配单组分丙烯酸乳液,由于二者堆积成膜的特点,漆膜致密性差,难以实现高防

腐性能,无法用于双涂层体系。

发明内容

[0005] 从一个方面看，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生产水性涂层的组合物，所述组合物包括A

组分和B组分，其中，所述A组分包括水性羟基丙烯酸乳液和水性羟基丙烯酸分散体，所述B

组分包括水性异氰酸酯固化剂。

[0006] 在本发明中，所用的水性羟基丙烯酸乳液为本领域所熟知，其聚合物重均分子量

在10万-50万，可以为市售羟基丙烯酸乳液,比如万化化学的 0676或巴斯夫

Luhydran  S  938T等；优选地，所述水性羟基丙烯酸乳液的Tg:40-90℃，比如50或80℃,羟基

含量:1.0-3.0％,比如1.5％、2.0％或2.5％，固含:40-50％，比如45％的羟基丙烯酸乳液

(在本发明中，如未特别说明，所述含量为质量含量)。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的水性羟基

丙烯酸乳液还可以通过以下步骤制备：(1)先在第一容器中加入部分表面活性剂和部分水，

然后将(甲基)丙烯酸及其酯类单体、剩余量的表面活性剂、剩余量的水加入第二容器中进

行预乳化得到预乳化液；(2)取部分预乳化液投入第一容器中(作为核的种子乳液)，升温至

70-90℃后，加入部分引发剂，反应后(例如待出现蓝光15-30min后)，滴加剩余的预乳化液

和引发剂；(3)滴加完后保温1-2h，降温至30-50℃，加入中和剂中和至pH＝7-9，得到乳液。

[0007] 在本发明中，所用的水性羟基丙烯酸分散体为本领域所熟知，其聚合物重均分子

量在2000-15000，可以为市售羟基丙烯酸分散体,比如万化化学的 2033或拜耳

的BayhydrolXP2470等；优选地，所述水性羟基丙烯酸分散体的Tg:20-50℃,比如30℃，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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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2.0-4.0％,比如2.5％、3.0％或3.5％,固含:40-50％，比如45％的羟基丙烯酸分散

体。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水性羟基丙烯酸分散体还可以通过以下步骤制备：(1)先在反

应容器中加入打底溶剂，加热至120-140℃；(2)开始滴加单体和引发剂混合物I，滴加2-4h。

滴加完成后，立即滴加另一组分单体和引发剂混合物II，滴加1-2h。滴加完成后保温1-2h；

(3)降温至70-90℃，加入中和剂中和。(4)在剪切力下加适合水分散至相应固含，得到分散

体。

[0008] 根据本发明的组合物，优选地，所述水性异氰酸酯固化剂为磺酸盐改性的异氰酸

酯固化剂，比如 268、 270、BayhydurXP2655和BayhydurXP2487/1中的

任意一种或其组合，有利于更加充分的与羟基组分交联,提升漆膜干速,提高早期抗性。

[0009] 根据本发明的组合物，优选地，所述组合物中，所述水性羟基丙烯酸乳液与水性羟

基丙烯酸分散体的含固量之比(即乳液中聚合物的质量与水性羟基丙烯酸分散体中聚合物

的质量之比)为1:1-3:1，比如1.5:1、2:1或2.5:1；所述水性羟基丙烯酸乳液和水性羟基丙

烯酸分散体中羟基的摩尔量与所述异氰酸酯固化剂的摩尔量之比为1：1-1：1.5，以优化成

膜效果。

[0010] 根据本发明的用于生产水性涂层的组合物，作为涂料，还可以包括一种或多种无

反应活性的有机溶剂和在涂料配方中常用的其它涂料助剂，例如填料、颜料、成膜助剂、分

散剂、润湿剂、消泡剂、中和剂、防霉剂和增稠剂。当然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作为水性涂料，

还可以加入适量的水以调节组合物的固含量等。上述物质均为本领域所熟知，其中，所述颜

料例如可以选自钛白粉、炭黑、氧化铁红、氧化铁黑和酞青蓝中的任意一种或其组合。所述

填料例如可以选自滑石粉、沉淀硫酸钡、云母粉、重质碳酸钙和煅烧高岭土中的任意一种或

其组合，其中水溶性物质含量最好<0.5wt％。所述成膜助剂例如可以选自二丙二醇甲醚、十

二醇酯、二丙二醇丁醚和丙二醇丁醚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分散剂例如可以选自丙烯酸共

聚物钠盐、丙烯酸共聚物胺盐，优选可以为毕克化学的BYK-190。所述润湿剂为聚醚改性硅

氧烷,例如可以为迪高的Tego  wet  270、毕克化学的BYK-346。所述消泡剂为聚醚改性有机

硅,例如可以为迪高的Tego  1488、Tego  902w、Tego  904w。所述中和剂例如可以选自三乙

胺、AMP-95、N,N-二甲基乙醇胺和氨水任意一种或其组合,优选可以为陶氏的AMP-95。所述

水性增稠剂为聚氨酯缔合性增稠剂，例如可以选自万华化学的 U604、

U605、 U705和 U905中的任意一种或其组合,优选可以为

U604和/或 U605。所述防霉剂选自KF-88、JX-515任意一种或其组合。

[0011]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本发明的组合物中，所述A组分中还包括涂料助剂，所

述B组分还包括有机溶剂；

[0012] 其中，所述涂料助剂包括颜料、填料、成膜助剂、分散剂、润湿剂、消泡剂、中和剂、

增稠剂和防霉剂中的至少一种；

[0013] 所述有机溶剂为丙二醇甲醚醋酸酯和/或丙二醇二醋酸酯。

[0014] 根据本发明的组合物，优选地，所述A组分由以下重量份物质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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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0016] 所述B组分由以下重量份物质组分：

[0017] 水性异氰酸酯固化剂           70-90份，比如75、80或85份；

[0018] 溶剂                         10-30份，比如15、20或25份；

[0019]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各物质的重量份并不用于限定A组分与B组分之间的比例，也

即在此处，A组分中1重量份并不必然等量与B组分中的1重量份。为进一步赋予漆膜优异的

施工性能，优选地，所述A组分与B组分之间的用量比为使得所述水性羟基丙烯酸乳液和水

性羟基丙烯酸分散体中羟基的摩尔量与所述异氰酸酯固化剂的摩尔量之比为1：1-1：1.5，

比如1:1.2。

[0020] 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B组分中的固化剂在与A组分混合后会引发反应，导致固化，

形成涂层，因此，A和B组分通常需要分开配置，以免在使用前便已固化。各组分的配置为本

领域所熟知，以便各组的物料均匀混合，便于后期正式使用时将A和B组分混合得到组合物

施用。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A组分可以通过以下步骤配制：

[0021] (a)将配方量80-90％的去离子水加入分散罐中，搅拌下依次加入水性羟基丙烯酸

分散体、中和剂、分散剂、润湿剂、配方量50％的消泡剂预分散，例如可以在1000-1500r/min

的转速搅拌下分散10-15min；

[0022] (b)再加入颜料、填料，搅拌分散以得到浆料，例如可以在800-1200转/分的转速搅

拌下分散15-25分钟；

[0023] (c)将分散后的浆料研磨至细度<30微米，例如将分散盘换为研磨盘，通冷凝水，加

入粉料体积1-1.5倍，粒径0.5-2mm锆珠进行研磨，加入配方量的水性羟基丙烯酸乳液搅拌

均匀，例如调低转速至600-800转/分进行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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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d)再加入成膜助剂、防霉剂、余量消泡剂、增稠剂及余量的去离子水，搅拌20-40

分钟，用200目纱网过滤即得；

[0025] 所述B组分通过以下步骤配制：

[0026] 按配方量将所述有机溶剂与水性异氰酸酯固化剂混合均匀后得到。如果有机溶剂

中含水，可以考虑首先用氯化钙除水后,再行配制；同时，如需存放较长时间，可以通氮气密

封保存。

[0027] 从另一个方面看，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水性涂层体系，其包括：

[0028] (1)底漆层；和

[0029] (2)直接或间接附着在所述底漆层上的层，包括A组分和B组分，其中，所述A组分包

括水性羟基丙烯酸乳液和水性羟基丙烯酸分散体，所述B组分包括水性异氰酸酯固化剂，所

述水性羟基丙烯酸乳液、水性羟基丙烯酸分散体和水性异氰酸酯固化剂已被固化。

[0030] 所述底漆层为直接施用在待涂覆基体，比如金属基体上的层，这样的底漆层是现

有技术中所众所周知的。它们通常是基于环氧化物的，比如水性环氧富锌底漆，商业底漆包

括Megaborne  116、WZ3300等。施工之前，最好对施工表面进行喷砂除锈，除锈等级达到GB/T 

8923规定的Sa2.5级。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底漆层为水性环氧富锌底漆，制备时，均匀喷

涂(例如使用高压无空气喷涂的方式进行喷涂)水性环氧富锌底漆(锌粉含量≥80wt％)，漆

膜干膜厚度30μm，自干3～5min,然后70-80℃烘烤20-30min得到。

[0031] 在本发明中，所述直接或间接附着在所述底漆层上的层也即所述组合物形成的

层，其中，间接附着是指该层与底漆层之间还设有其它层。同时，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还可

以在该层上进一步附着其它涂层，以使涂层体系进一步具有额外的效果。优选地，所述直接

或间接附着在所述底漆层上的层为面漆层；进一步优选地，所述面漆层直接附着在所述底

漆层上。在一种实施方式中，制备该层时，将A、B组分按比例混匀后,加适量水开稀至施工黏

度,均匀喷涂于底漆层上,漆膜干膜厚度40-50μm，自干5～10min ,然后70-80℃烘烤20-

30min得到。

[0032] 从另一个方面看，本发明还提供了包含上述水性涂层体系的制品，优选集装箱。

[0033] 在本发明中，优选将本发明的组合物以套装的形式运输，即将聚合物的A组分与B

组分分开以防止在施加到需要的表面上之前发生固化，然后在使用前将所述组分结合并充

分混合，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可以使用常规的混合技术。因此，从另一个方面看，本发明还

提供了一种用于生产水性涂层体系中的至少一层(所述组合物形成的层)，优选面漆层的套

装，其包括：

[0034] (I)作为第一部分的A组分，所述A组分包括水性羟基丙烯酸乳液和水性羟基丙烯

酸分散体；和

[0035] (II)作为第二部分的B组分，所述B组分包括水性异氰酸酯固化剂。

[003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37] 本发明通过将羟基丙烯酸乳液、分散体,与水性异氰酸酯固化剂搭配提供化学交

联,可提升漆膜的交联密度,弥补单纯丙烯酸乳液/聚氨酯分散体交联密度差的缺点,即使

在没有防锈涂层的前提下,使漆膜具有极佳的防腐性能,避免防锈填料水解导致体系不稳

定的问题；同时,在保证漆膜防腐性能的前提下,赋予漆膜优异的施工性能。

[0038] 另外，本发明的组合物形成的涂层与底漆层，特别是水性环氧富锌底漆层搭配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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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极佳,具有优异的附着力，可兼顾好的施工性与极佳的防腐性能。应用于集装箱双涂层体

系(即仅包括底漆层和面漆层)在省去一道施工工艺的前提下可达到相同、甚至更佳的防护

效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以下将进一步结合实施例和对比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但本发明并不仅限于

此。

[0040] 方法与材料：

[0041] 待涂覆基材的制备：对基材表面进行喷砂除锈，除锈等级达到GB/T8923规定的

Sa2.5级。

[0042] 在待涂覆基材上采用高压无空气喷涂施工工艺制备双涂层体系，水性环氧富锌底

漆(锌粉含量≥80wt％，源自Megaborne  116)，漆膜干膜厚度30μm，自干3～5min,然后70-80

℃烘烤20-30min得到；面漆层，均匀喷涂于底漆层上,漆膜干膜厚度40-50μm，自干5～

10min,然后70-80℃烘烤20-30min得到。

[0043] 如未特别说明，本发明所用试剂为分析纯。

[0044] 实施例选用羟基丙烯酸乳液为万化化学的 0676和Luhydran  S  938T；

羟基丙烯酸分散体为万化化学的 2033和拜耳的BayhydrolXP2470；水性异氰酸

酯固化剂为万化化学的 268和BayhydurXP2655,具体参数如下表1和2：

[0045] 表1乳液与分散体基本参数

[0046]

[0047]

[0048] 表2固化剂基本参数

[0049]

[0050] 实施例1

[0051] A组分，包含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羟基丙烯酸乳液( 0676)45份，羟

基丙烯酸分散体( 2033)15份，成膜助剂十二醇酯3份，钛白粉(龙蟒R-996)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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酞青蓝(深圳市明原化工颜料有限公司)3份滑石粉(800目广西桂花牌)8份，硫酸钡(1250目

青岛林柯化工)10份，分散剂BYK-190  1份，润湿剂BYK-346  0.5份，消泡剂Tego  1488  0.3

份，中和剂AMP-95  0.1份，增稠剂U604  0.3份，防霉剂KF-88  0.1份，去离子水11.7份。

[0052] 配制方法：

[0053] (a)将配方量90％的水加入可通冷凝水分散罐中，搅拌下依次加入水性羟基丙烯

酸分散体、中和剂、分散剂、润湿剂、配方量50％消泡剂以1000r/min预分散15min。

[0054] (b)再加入颜料、填料，以1200转/分的转速分散20分钟，得浆料；

[0055] (c)将分散盘换为研磨盘，通冷凝水，加入粉料体积1倍，粒径0.5mm锆珠，研磨至细

度<30微米，调低转速至800转/分，加入配方量的水性羟基丙烯酸乳液搅拌均匀；

[0056] (d)再加入成膜助剂、余量消泡剂、增稠剂及余量的去离子水，搅拌20分钟，用200

目纱网过滤即得。

[0057] B组分，包含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水性异氰酸酯固化剂( 268)80份，

丙二醇甲醚醋酸酯20份。

[0058] 配制方法:

[0059] 先将溶剂用氯化钙除水后,按配方量与异氰酸酯固化剂共混,搅拌均匀后,通氮气

密封保存。

[0060] 将A组分和B组分按A:B＝10：1的比例混合得到组合物，以用于制备面漆层。

[0061] 将本发明制得的水性聚氨酯面漆与水性环氧富锌底漆构成集装箱外表面(处理后

的待涂覆基材)涂装涂层体系，采用高压无空气喷涂施工，性能如表3所示。

[0062] 实施例2

[0063] A组分，包含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羟基丙烯酸乳液( 0676)30份、羟

基丙烯酸分散体( 2033)30份、成膜助剂二丙二醇丁醚3份、氧化铁红(拜耳乐

4130)5份、滑石粉(800目广西桂花牌)8份、云母粉(800目滁州绢云母厂)2份、重质碳酸钙

(800目常州碳酸钙有限公司)5份、分散剂BYK-190  1份、润湿剂Tego  wet270  0.5份、消泡剂

Tego  1488  0.2份、中和剂AMP-95  0.1份，增稠剂U605  0.2份，防霉剂KF-88  0.1份，去离子

水14.9份。

[0064] B组分，包含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水性异氰酸酯固化剂( 268)70份，

丙二醇甲醚醋酸酯30份。

[0065] 配制同实施例1。

[0066] 将A组分和B组分按A:B＝9：1的比例混合得到组合物，以用于制备面漆层。涂装同

实施例1。

[0067] 性能如表3所示。

[0068] 实施例3

[0069] A组分，包含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羟基丙烯酸乳液(Luhydran  S  938T)40份、羟

基丙烯酸分散体(BayhydrolXP2470)30份、成膜助剂十二醇酯2份、钛白粉(龙蟒R996)5份、

炭黑(德固赛FW200)0.5份、滑石粉(800目广西桂花牌)8份、沉淀硫酸钡(1250目青岛林柯化

工)5份、分散剂BYK-190  1.5份、润湿剂Tego  wet270  0.5份、消泡剂Tego  1488  0.3份、中和

剂AMP-95  0.1份，增稠剂U605  0.2份，防霉剂JX-515  0.1份，去离子水6.8份。

说　明　书 6/9 页

9

CN 108034346 B

9



[0070] B组分，包含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水性异氰酸酯固化剂( 268)70份，

丙二醇甲醚醋酸酯30份。

[0071] 配制同实施例1。

[0072] 将A组分和B组分按A:B＝5：1的比例混合得到组合物，以用于制备面漆层。涂装同

实施例1。

[0073] 性能如表3所示。

[0074] 实施例4

[0075] A组分，包含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羟基丙烯酸乳液( 0676)40份、羟

基丙烯酸分散体(BayhydrolXP2470)20份、成膜助剂二丙二醇丁醚2份、成膜助剂丙二醇丁

醚1份、钛白粉(龙蟒R996)20份、滑石粉(800目广西桂花牌)3份、分散剂BYK-190  1份、润湿

剂Tego  wet270  0.5份、消泡剂Tego  1488  0.3份、中和剂AMP-95  0.1份，增稠剂U605  0.2

份，防霉剂KF-88  0.1份，去离子水11.8份。

[0076] B组分，包含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水性异氰酸酯固化剂( 268)80份，

丙二醇甲醚醋酸酯20份。

[0077] 配制同实施例1。

[0078] 将A组分和B组分按A:B＝11：1的比例混合得到组合物，以用于制备面漆层。涂装同

实施例1。

[0079] 性能如表3所示。

[0080] 实施例5

[0081] A组分，包含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羟基丙烯酸乳液(Luhydran  S  938T)50份、羟

基丙烯酸分散体(BayhydrolXP2470)18份、成膜助剂十二醇酯3份、钛白粉(龙蟒R996)2份、

炭黑(德固赛FW200)0.5份、滑石粉(800目广西桂花牌)8份、沉淀硫酸钡(1250目青岛林柯化

工)10份、分散剂BYK-190  1份、润湿剂Tego  wet270  0.5份、消泡剂Tego  1488  0.3份、中和

剂AMP-95  0.1份，增稠剂U605  0.2份，防霉剂JX-515  0.1份，去离子水6.3份。

[0082] B组分，包含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水性异氰酸酯固化剂(BayhydurXP2655)80

份，丙二醇甲醚醋酸酯20份。

[0083] 配制同实施例1。

[0084] 将A组分和B组分按A:B＝5：1的比例混合得到组合物，以用于制备面漆层。涂装同

实施例1。

[0085] 性能如表3所示。

[0086] 对比例1

[0087] A组分，包含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羟基丙烯酸乳液(Luhydran  S  938T)50份、羟

基丙烯酸分散体(市售)18份、成膜助剂十二醇酯3份、钛白粉(龙蟒R996)2份、炭黑(德固赛

FW200)0.5份、滑石粉(800目广西桂花牌)8份、沉淀硫酸钡(1250目青岛林柯化工)10份、分

散剂BYK-190  1份、润湿剂Tego  wet270  0 .5份、消泡剂Tego  1488  0 .3份、中和剂AMP-95 

0.1份，增稠剂U605  0.2份，防霉剂KF-88  0.1份，去离子水6.3份。

[0088] B组分，包含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水性异氰酸酯固化剂( 268)80份，

丙二醇甲醚醋酸酯2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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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9] 配制同实施例1。

[0090] 将A组分和B组分按A:B＝10：1的比例混合得到组合物，以用于制备面漆层。涂装同

实施例1。

[0091] 性能如表3所示。

[0092] 对比例2

[0093] 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将组分A的分散体替换为乳液，其余相同。

[0094] 表3性能测试数据实施例中性能测试数据：

[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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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6]

[0097] 从上表数据可以看出，本发明所制备的水性双组分丙烯酸面漆直接搭配水性环氧

富锌底漆用于水性集装箱双涂层体系，具有优异的施工性和防腐性能，可满足集装箱性能

要求。双涂层体系较三涂层省去一道涂层，可极大的提高集装箱生产效率并降低集装箱涂

装的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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