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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核壳结构的丙烯酸乳液

及其制备方法，其配方的重量份数为：软单体15-

20份；硬单体30-35份；甲基丙烯酸3-5份；苯乙烯

15-20份；交联单体2-4份；功能单体1-3份；乳化

剂3-5份；引发剂0.5-1 .0份；中和剂1-3份；去离

子水100-120份。制备得到的核壳结构的丙烯酸

酯具有优异的附着力，持久的韧性和弹性，优异

的耐水性、耐磨性，优异的耐溶剂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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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核壳结构的丙烯酸乳液，其特征在于，其配方的重量份数为：

软单体             15-20份；

硬单体             30-35份；

甲基丙烯酸         3-5份；

苯乙烯             15-20份；

交联单体           2-4份；

功能单体           1-3份；

乳化剂             3-5份；

引发剂             0.5-1.0份；

中和剂             1-3份；

去离子水           100-12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核壳结构的丙烯酸乳液，其特征在于，所述软单体为丙烯酸

丁酯、丙烯酸异辛酯、丙烯酸乙酯中的一种或几种的任意组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核壳结构的丙烯酸乳液，其特征在于，所述硬单体是甲基丙

烯酸甲酯、甲基丙烯酸乙酯、甲基丙烯酸叔丁酯中的一种或几种的任意组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核壳结构的丙烯酸乳液及其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交

联单体是2-羟基乙基丙烯酸酯、甲基丙烯酸羟丙酯、N-羟甲基丙烯酸酰胺中的一种或几种

的任意组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核壳结构的丙烯酸乳液，其特征在于，所述功能单体是甲基

丙烯酸二乙基氨基乙酯、甲基丙烯酸二甲胺乙酯中的一种或两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核壳结构的丙烯酸乳液，其特征在于，所述乳化剂是十二烷

基硫酸钠、烷基二苯醚二磺酸钠、丁二酸烷基聚氧乙烯醚单酯磺酸二钠、(C12-C14)脂肪醇

醚硫酸钠中的一种或几种的任意组合。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核壳结构的丙烯酸乳液，其特征在于，所述引发剂是氧化还

原体系；所用氧化剂为过硫酸钠、过硫酸铵、过硫酸钾、3.5-二异丙苯过氧化氢、叔丁基过氧

化氢中的一种或几种的任意组合；所用还原剂是维生素C、焦亚硫酸钠、七水合硫酸亚铁中

的一种或几种。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核壳结构的丙烯酸乳液，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和剂是氨水、

乙醇胺、二乙醇胺中的一种或几种的任意组合。

9.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核壳结构的丙烯酸乳液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乳化剂加入到去离子水中，待搅拌均匀后加入软单体、硬单体、甲基丙烯酸、苯乙

烯、交联单体，搅拌30-60min，得到核预乳化液；

（2）将引发剂加入去离子水中，搅拌均匀；

（3）将乳化剂加入去离子水中，开启搅拌，升温至40-42℃，再加入步骤（1）中三分之一

的核预乳化液，待开始反应后，同时滴加剩余的核预乳化液和85%步骤（2）中制备的引发剂

溶液，滴加时间为1-2h，核单体预乳化滴加结束后，温度升至80-83℃，调节pH至7-9，保温

30-60min，得到核聚合单体；

（4）将苯乙烯、硬单体、软单体、功能单体加入烧杯中，搅拌均匀，加入至反应烧瓶中，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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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滴加剩余的引发剂，温度升至90-93℃，保温30-60min后，开始降温，过滤出料，得到核壳

结构的丙烯酸乳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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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核壳结构的丙烯酸乳液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丙烯酸乳液及其制备方法，具体涉及一种核壳结构的丙烯酸乳液

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涂料作为保护膜或装饰膜被用不同的施工工艺涂覆在物件表面。随着环保要求的

提高，对于涂料的无毒、耐磨、耐水性能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其中，水性涂料在生产和生活

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传统的丙烯酸酯乳胶涂料因具有良好的光泽、硬度、耐碱性、耐

候性等受到广泛应用，但存在耐水性和耐溶剂性较差、成膜温度高等缺点。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核壳结构的丙烯酸

乳液及其制备方法，得到的核壳结构的丙烯酸乳液成膜温度低、耐水性能和耐溶剂性能提

高。

[0004]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核壳结构的丙烯酸乳液，其配方的重量份数为：

软单体             15-20份；

硬单体             30-35份；

甲基丙烯酸         3-5份；

苯乙烯             15-20份；

交联单体           2-4份；

功能单体           1-3份；

乳化剂             3-5份；

引发剂             0.5-1.0份；

中和剂             1-3份；

去离子水           100-120份。

[0005] 优选地，所述软单体为丙烯酸丁酯、丙烯酸异辛酯、丙烯酸乙酯中的一种或几种的

任意组合。

[0006] 优选地，所述硬单体是甲基丙烯酸甲酯、甲基丙烯酸乙酯、甲基丙烯酸叔丁酯中的

一种或几种的任意组合。

[0007] 优选地，所述交联单体是2-羟基乙基丙烯酸酯、甲基丙烯酸羟丙酯、N-羟甲基丙烯

酸酰胺中的一种或几种的任意组合。

[0008] 优选地，所述功能单体是甲基丙烯酸二乙基氨基乙酯、甲基丙烯酸二甲胺乙酯中

的一种或两种。

[0009] 优选地，所述乳化剂是十二烷基硫酸钠、烷基二苯醚二磺酸钠、丁二酸烷基聚氧乙

烯醚单酯磺酸二钠、(C12-C14)脂肪醇醚硫酸钠中的一种或几种的任意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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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优选地，所述引发剂是氧化还原体系；所用氧化剂为过硫酸钠、过硫酸铵、过硫酸

钾、3.5-二异丙苯过氧化氢、叔丁基过氧化氢中的一种或几种的任意组合；所用还原剂是维

生素C、焦亚硫酸钠、七水合硫酸亚铁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1] 优选地，所述中和剂是氨水、乙醇胺、二乙醇胺中的一种或几种的任意组合。

[0012] 同时，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核壳结构的丙烯酸乳液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乳化剂加入到去离子水中，待搅拌均匀后加入软单体、硬单体、甲基丙烯酸、苯乙

烯、交联单体，搅拌30-60min，得到核预乳化液；

（2）将引发剂加入去离子水中，搅拌均匀；

（3）将乳化剂加入去离子水中，开启搅拌，升温至40-42℃，再加入步骤（1）中三分之一

的核预乳化液，待开始反应后，同时滴加剩余的核预乳化液和85%步骤（2）中制备的引发剂

溶液，滴加时间为1-2h，核单体预乳化滴加结束后，温度升至80-83℃，调节pH至7-9，保温

30-60min，得到核聚合单体；

（4）将苯乙烯、硬单体、软单体、功能单体加入烧杯中，搅拌均匀，加入至反应烧瓶中，继

续滴加剩余的引发剂，温度升至90-93℃，保温30-60min后，开始降温，过滤出料，得到核壳

结构的丙烯酸乳液。

[0013]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本发明制备的核壳结构的丙烯酸酯具有优异的附着力；

（2）本发明制备的核壳结构的丙烯酸酯涂层具有持久的韧性和弹性；

（3）本发明制备的核壳结构的丙烯酸酯具有优异的耐水性、耐磨性；

（4）本发明制备的核壳结构的丙烯酸酯优异的耐溶剂性能。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的核壳结构的丙烯酸乳液的扫描电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以下实施例仅用于更加清楚地说明本发明

的技术方案，而不能以此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16] 一种核壳结构的丙烯酸乳液，其配方的重量份数为：

软单体             15-20份；

硬单体             30-35份；

甲基丙烯酸         3-5份；

苯乙烯             15-20份；

交联单体           2-4份；

功能单体           1-3份；

乳化剂             3-5份；

引发剂             0.5-1.0份；

中和剂             1-3份；

去离子水           100-120份。

[0017]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核壳结构的丙烯酸乳液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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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乳化剂加入到去离子水中，待搅拌均匀后加入软单体、硬单体、甲基丙烯酸、苯乙

烯、交联单体，搅拌30-60min，得到核预乳化液；

（2）将引发剂加入去离子水中，搅拌均匀；

（3）将乳化剂加入去离子水中，开启搅拌，升温至40-42℃，再加入步骤（1）中三分之一

的核预乳化液，待开始反应后，同时滴加剩余的核预乳化液和85%步骤（2）中制备的引发剂

溶液，滴加时间为1-2h，核单体预乳化滴加结束后，温度升至80-83℃，调节pH至7-9，保温

30-60min，得到核聚合单体；

（4）将苯乙烯、硬单体、软单体、功能单体加入烧杯中，搅拌均匀，加入至反应烧瓶中，继

续滴加剩余的引发剂，温度升至90-93℃，保温30-60min后，开始降温，过滤出料，得到核壳

结构的丙烯酸乳液。

[0018] 实施例1

一种核壳结构的丙烯酸乳液，其配方的重量份数为：

甲基丙烯酸甲酯用量为33.81份，苯乙烯用量为17.21份，丙烯酸丁酯用量为7.78份，丙

烯酸异辛酯的用量为11.68份，甲基丙烯酸的用量为3.44份，甲基丙烯酸羟丙酯的用量为

0.93份，N-羟甲基丙烯酰胺的用量为1.78份，甲基丙烯酸二乙胺基乙酯的用量为1.78份，十

二烷基硫酸钠的用量为1.30份，烷基二苯醚二磺酸钠1.19份，丁二酸烷基聚氧乙烯醚单酯

磺酸二钠0.60份，过硫酸钾的用量为0.24份，3.5-二异丙苯过氧化氢的用量为0.24份，维生

素C的用量为0.03份，焦亚硫酸钠的用量为0.04份，氨水的用量为1.59份，七水合硫酸亚铁

的用量为0.0001份，去离子水为100份。

[0019] 一种核壳结构的丙烯酸乳液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十二烷基硫酸钠1.30份加入到45.56份去离子水中，开启搅拌，待搅拌均匀后加

入将甲基丙烯酸甲酯12.39份、苯乙烯7.96份、丙烯酸丁酯6.34份、甲基丙烯酸3.44份、甲基

丙烯酸异辛酯11.68份、甲基丙烯酸羟丙酯0.93份、N-羟甲基丙烯酰胺1.78份加入到烧杯

中，搅拌30min，得到核预乳化液；

（2）将5.68份去离子水、0.03份维生素C和0.04份焦亚硫酸钠放入烧杯中，加入去离子

水中，搅拌均匀，向反应烧瓶中加入过硫酸钾0.24份，等待10min，再加入0.12份3,5-二异丙

苯过氧化氢；

（3）将烷基二苯醚二磺酸钠1.19份、丁二酸烷基聚氧乙烯醚单酯磺酸二钠0.60份，加入

到48.76份去离子水中，开启搅拌，升温至40℃，再加入步骤（1）中三分之一的核预乳化液，

待开始反应后，同时滴加剩余的核预乳化液和85%步骤（2）中制备的引发剂溶液，滴加时间

为1h，核单体预乳化滴加结束后，温度升至80℃，加入1 .59份氨水，调节pH至7-9，保温

30min，得到核聚合单体；

（4）向烧杯中加入苯乙烯9.25份，丙烯酸丁酯1.44份，甲基丙烯酸甲酯21.42份，甲基丙

烯酸二乙胺基乙酯1.78份，搅拌均匀，加入至反应烧瓶中，继续滴加剩余的引发剂，温度升

至90℃，保温30min后，开始降温，过滤出料，得到核壳结构的丙烯酸乳液。

[0020] 实施例2

一种核壳结构的丙烯酸乳液，其配方的重量份数为：

甲基丙烯酸甲酯用量为30份，苯乙烯用量为15  份，丙烯酸丁酯用量为5.33份，丙烯酸

异辛酯的用量为10份，甲基丙烯酸的用量为5份，2-羟基乙基丙烯酸酯的用量为1.25份，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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羟甲基丙烯酰胺的用量为2.75份，甲基丙烯酸二乙胺基乙酯的用量为3份，十二烷基硫酸钠

的用量为1.30份，烷基二苯醚二磺酸钠1.19份，丁二酸烷基聚氧乙烯醚单酯磺酸二钠0.60

份，过硫酸钾的用量为0.24份，3.5-二异丙苯过氧化氢的用量为0.24份，维生素C的用量为

0.03份，焦亚硫酸钠的用量为0.04份，二乙醇胺的用量为3份，七水合硫酸亚铁的用量为

0.0001份，去离子水为110份。

[0021]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核壳结构的丙烯酸乳液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十二烷基硫酸钠1.30份加入到50份去离子水中，开启搅拌，待搅拌均匀后加入将

甲基丙烯酸甲酯12.39份、苯乙烯8.64份、丙烯酸丁酯5.33份、甲基丙烯酸5份、甲基丙烯酸

异辛酯10份、2-羟基乙基丙烯酸酯的用量为1.25份，N-羟甲基丙烯酰胺的用量为2.75份，加

入到烧杯中，搅拌60min，得到核预乳化液；

（2）将10份去离子水、0.03份维生素C和0.04份焦亚硫酸钠放入烧杯中，加入去离子水

中，搅拌均匀，向反应烧瓶中加入过硫酸钾0.24份，等待10min，再加入0.12份3,5-二异丙苯

过氧化氢；

（3）将烷基二苯醚二磺酸钠1.19份、丁二酸烷基聚氧乙烯醚单酯磺酸二钠0.60份，加入

到50份去离子水中，开启搅拌，升温至42℃，再加入步骤（1）中三分之一的核预乳化液，待开

始反应后，同时滴加剩余的核预乳化液和85%步骤（2）中制备的引发剂溶液，滴加时间为2h，

核单体预乳化滴加结束后，温度升至80℃，加入3份二乙醇胺，调节pH至7-9，保温60min，得

到核聚合单体；

（4）向烧杯中加入苯乙烯6.36份，丙烯酸丁酯1.44份，甲基丙烯酸甲酯17.61份，甲基丙

烯酸二乙胺基乙酯1.78份，搅拌均匀，加入至反应烧瓶中，继续滴加剩余的引发剂，温度升

至93℃，保温60min后，开始降温，过滤出料，得到核壳结构的丙烯酸乳液。

[0022] 实施例3

一种核壳结构的丙烯酸乳液，其配方的重量份数为：

甲基丙烯酸甲酯用量为35份，苯乙烯用量为20份，丙烯酸乙酯用量为6.84份，丙烯酸异

辛酯的用量为11.60份，甲基丙烯酸的用量为4份，2-羟基乙基丙烯酸酯的用量为1.25份，N-

羟甲基丙烯酰胺的用量为2.05份，甲基丙烯酸二乙胺基乙酯的用量为1份，十二烷基硫酸钠

的用量为1.75份，烷基二苯醚二磺酸钠1.49份，丁二酸烷基聚氧乙烯醚单酯磺酸二钠1.60

份，过硫酸铵的用量为0.45份，3.5-二异丙苯过氧化氢的用量为0.27份，维生素C的用量为

0 .13份，焦亚硫酸钠的用量为0 .08份，乙醇胺的用量为1份，七水合硫酸亚铁的用量为

0.0001份，去离子水为130份。

[0023] （1）将十二烷基硫酸钠1.75份加入到60份去离子水中，开启搅拌，待搅拌均匀后加

入将甲基丙烯酸甲酯20份、苯乙烯12.85份、丙烯酸乙酯5份、甲基丙烯酸4份、甲基丙烯酸异

辛酯11.60份、2-羟基乙基丙烯酸酯的用量为1.25份，N-羟甲基丙烯酰胺的用量为2.05份，

加入到烧杯中，搅拌40min，得到核预乳化液；

（2）将10份去离子水、0.13份维生素C和0.08份焦亚硫酸钠放入烧杯中，加入去离子水

中，搅拌均匀，向反应烧瓶中加入过硫酸铵0.45份，等待10min，再加入0.27份3,5-二异丙苯

过氧化氢；

（3）将烷基二苯醚二磺酸钠1.49份、丁二酸烷基聚氧乙烯醚单酯磺酸二钠1.60份，加入

到60份去离子水中，开启搅拌，升温至42℃，再加入步骤（1）中三分之一的核预乳化液，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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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反应后，同时滴加剩余的核预乳化液和85%步骤（2）中制备的引发剂溶液，滴加时间为2h，

核单体预乳化滴加结束后，温度升至80℃，加入3份二乙醇胺，调节pH至7-9，保温60min，得

到核聚合单体；

（4）向烧杯中加入苯乙烯7.15份，丙烯酸丁酯1.84份，甲基丙烯酸甲酯15份，甲基丙烯

酸二乙胺基乙酯1份，搅拌均匀，加入至反应烧瓶中，继续滴加剩余的引发剂，温度升至93

℃，保温60min后，开始降温，过滤出料，得到核壳结构的丙烯酸乳液。

[0024] 从图1中，可以清晰看出丙烯酸乳液的核壳结构，证明了目标产物的制备。

[0025] 成膜温度测定：将制备得到的乳液涂覆在玻璃片上，涂成厚度为50μm的薄膜，在烘

箱中烘干成膜，记录成膜温度及时间。

[0026] 耐水性性测定：将制备得到的薄膜称重后在23℃放入水中浸泡48h，取出后吸干表

面水分，称重，并观察外观变化和计算浸水后薄膜的质量增加百分数。

[0027] 耐溶剂性能测定：将制备得到的薄膜称重后分别放入乙醇和丙酮中浸泡48h，取出

后吸干表面水分，称重，并观察外观变化和计算浸入有机溶剂后薄膜的质量增加百分数。

[0028] 耐磨性能测定：按照GB/T  1768-1979进行检测，测量测试前后的质量差。

[0029] 附着力测定：将配好的测试样在基材上涂膜，涂成厚度为50μm，涂膜干燥放置24h；

用3M胶带涂抹后的基材表面，用一定载荷的压辊在上面滚压3次，放置5min，将测试样夹在

固定端，胶带夹在移动端上，按照测试180度剥离强度的方法，以0.6-1.0m/s的速度拉动，揭

开胶带；用2mm*2mm的半透明塑料板放在被揭部分，按下面公式计算附着力：

S=(A1/A0)*100%

其中，A1为剥落的面积，A0为总面积。

[0030] 0级代表切割边缘完全平滑，无一格脱落；

1级代表交叉处有少许涂层脱落，受影响面积不能明显大于5%；

2级代表在切口交叉处或沿切口边缘有涂层脱落，影响面积为5%-15%；

3级涂层沿切割边缘部分或全部以大面积脱落受影响的交叉切割面积在15%-35%；

4级沿边缘整条脱落，有些格子部分或全部脱落，受影响面积35%-65%；

5级剥落的程度超过65%。

[0031] 表1 不同实施例的性能测试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成膜温度（℃） 120 112 115

薄膜初始质量（g） 0.012 0.010 0.010

浸水后薄膜的质量（g） 0.014 0.012 0.012

薄膜初始质量（g） 0.008 0.010 0.008

乙醇浸泡后薄膜的质量（g） 0.008 0.009 0.008

薄膜初始质量（g） 0.014 0.010 0.010

丙酮浸泡后薄膜的质量（g） 0.016 0.011 0.011

附着力 2级 1级 1级

耐磨性测试前后质量差（g） 0.05 0.004 0.03

玻璃化转变温度（℃） 32 30 31

表1  为不同实施例的性能测试表，从表中可以得知，得到的核壳结构的丙烯酸乳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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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薄膜附着力和耐磨性能随着交联剂和甲基丙烯酸增加而增强，这是因为交联度增加进

而使得其附着力和耐磨性能增强；从表1中可以看出，薄膜的耐水性和耐溶剂性强，在水中

和溶剂中浸泡，质量存在略有减少，主要是因为部分未聚合的单体溶解在溶剂中；从表中可

以看出，随着各配方含量的变化，成膜温度和玻璃化转变温度随着功能性单体加入量的增

加而降低。

[0032]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上述实施

例，凡属于本发明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

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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