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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提供具有甲醛吸收性能的水性环氧地坪涂

料及其制备方法，在水性环氧乳液和水性环氧固

化剂中添加具有吸附空气中有毒有害气体的组

成成分，使得水性环氧地坪涂料达到释放负离

子、杀菌自清洁、迅速分解祛除空气中的甲醛等

有害气体和抑制霉菌生存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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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甲醛吸收性能的水性环氧地坪涂料，其中，所述水性环氧地坪涂料包括A组

份和B组份，所述A组份和所述B组份的质量比为5-10:1；

所述A组份基于100质量份包含40-50份的水性环氧树脂、3-10份的纳米钛白、5-10份的

纳米硅藻土、10-15份的石英粉和5-10份的硫酸钡；所述水性环氧树脂为改性环氧树脂，所

述改性环氧树脂为双酚A环氧树脂与端胺基改性聚醚共聚酰胺改性接枝；

所述B组份基于100质量份包含60-80份的水性环氧固化剂和10-20份的聚酰胺纤维；所

述水性环氧固化剂为多胺基酰胺固化剂和铵盐固化剂的混合试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甲醛吸收性能的水性环氧地坪涂料，其中，所述水性环氧

固化剂的总胺值为450-580mgKOH/g。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甲醛吸收性能的水性环氧地坪涂料，其中，所述A组份还

包括纳米电气石，其中，所述B组份中的胺基的量，相对于1mg纳米电气石为2-6mol。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甲醛吸收性能的水性环氧地坪涂料，其中，所述纳米钛白

为硬脂酸改性纳米钛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甲醛吸收性能的水性环氧地坪涂料，其中，所述A组份还

包括0.1-0.5份的润湿分散剂、0.2-0.6份的消泡剂、0.5-1份的负离子杀菌剂、0.2-0.6份的

增稠剂、0.1-0.5份的基材湿润剂和0-3份的水性色浆。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具有甲醛吸收性能的水性环氧地坪涂料，其中，所述负离子杀

菌剂为广谱杀真菌剂POLYPHASE  PW40和天然抗菌杀菌剂MSK-NE150中的一种或两者的混合

物。

7.一种具有甲醛吸收性能的水性环氧地坪涂料的生产工艺，其包括：

1)制备A组份：

将水性环氧树脂乳液、去离子水、润湿分散剂和消泡剂加入备料锅中，并搅拌均匀；

向所述备料锅中加入纳米电气石粉、纳米钛白粉、负离子杀菌剂、纳米级硅藻土、石英

粉和硫酸钡，1000-1200r/min转速下混合均匀，形成漆浆；

研磨所述漆浆，直至所述漆浆的细度小于等于10微米；

2)制备B组份：

将水性环氧固化剂、聚酰胺纤维与去离子水混合并搅拌均匀；

3)将所述A组份和B组份按照质量比为5-10:1混合并搅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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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甲醛吸收性能的水性环氧地坪涂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通常涉及涂料领域，且特别地，涉及具有甲醛吸收性能的水性环氧地坪涂

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水性涂料作为涂料的一种产品，其溶剂是水或者水性溶剂。水性涂料由于安全无

毒、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成为涂料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也将是涂料品种变革的最终归宿。

相对于溶剂型涂料而言，水性涂料因其VOC含量极低且节省能源而成为现代涂料工业发展

的主流方向。

[0003] 人们健康意识和环保意识的不断加强，对室内环境日益关注。人们大多使用诸如

人造板之类的各种新型材料进行室内装修，大多数家庭选用透气性好、无毒、无污染乳胶漆

装饰墙面来提高室内环境质量。由于木制家具等材料带来的室内空气污染仍很普遍，甲醛

是室内空气最主要的污染，主要来源于装修材料所用的胶中，污染期可达8～12年。尿醛树

脂胶、酚醛树脂胶、三聚氰胺甲醛树脂胶等压制成的胶合板、刨花板、密度板、细工板等人造

板产品在美化居室的同时，又成为室内甲醛的主要来源。在生产和使用人造板中释放出来

的游离甲醛，污染居住坏境，损害人的健康。甲醛在人体内可转变为甲醇，故可引起较弱的

麻醉作用，对视神经有影响。甲醛可以引起中枢神经系统、体内酶活性的改变以及内分泌、

免疫系统的改变，高浓度的甲醛对于神经系统、免疫系统、肝脏都有毒害，刺激眼结膜、呼吸

道粘膜而产生流泪、流涕、引起结膜炎、咽喉炎、哮喘、支气管炎和变态反应性疾病。室内甲

醛污染是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

[0004] 因此，如何提供一种具有甲醛吸收性能的水性环氧地坪涂料，是本领域技术人员

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甲醛吸收性能的水性环氧地坪涂料，其主要由水性环氧树脂

乳液和水性环氧固化剂组成，利用组成成分中的有毒有害气体捕获成分，释放负离子，对环

境进行杀菌清洁，并迅速分解祛除空气中的甲醛等有害气体，抑制霉菌生存。

[0006] 本发明一方面提供具有甲醛吸收性能的水性环氧地坪涂料，其中，所述水性环氧

地坪涂料包括A组份和B组份，所述A组份和所述B组份的质量比为5-10:1；

[0007] 所述A组份基于100质量份包含40-50份的水性环氧树脂、3-10份的纳米钛白、5-10

份的纳米硅藻土、10-15份的石英粉和5-10份的硫酸钡；

[0008] 所述B组份基于100质量份包含60-80份的水性环氧固化剂和10-20份的聚酰胺纤

维。

[0009] 在某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的具有甲醛吸收性能的水性环氧地坪涂料中，所述水性

环氧树脂为改性环氧树脂，所述改性环氧树脂为双酚A环氧树脂与端胺基改性聚醚共聚酰

胺改性接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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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在某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的具有甲醛吸收性能的水性环氧地坪涂料中，所述水性

环氧固化剂为多胺基酰胺固化剂和铵盐固化剂的混合试剂。

[0011] 在某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的具有甲醛吸收性能的水性环氧地坪涂料中，所述水性

环氧固化剂的总胺值为450-580mgKOH/g。

[0012] 在某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的具有甲醛吸收性能的水性环氧地坪涂料中，所述A组份

还包括纳米电气石，其中，所述B组份中的胺基的量，相对于1mg纳米电气石为2-6mol。

[0013] 在某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的具有甲醛吸收性能的水性环氧地坪涂料中，所述纳米

钛白为硬脂酸改性纳米钛白。

[0014] 在某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的具有甲醛吸收性能的水性环氧地坪涂料中，所述A组份

还包括0.1-0.5份的润湿分散剂、0.2-0.6份的消泡剂、0.5-1份的负离子杀菌剂、0.2-0.6份

的增稠剂、0.1-0.5份的基材湿润剂和0-3份的水性色浆。

[0015] 在某些实施方式中，所述的具有甲醛吸收性能的水性环氧地坪涂料中，所述负离

子杀菌剂为广谱杀真菌剂POLYPHASE  PW40和天然抗菌杀菌剂MSK-NE150中的一种或两者的

混合物，

[0016] 本发明另一方面提供具有甲醛吸收性能的水性环氧地坪涂料的生产工艺，其包

括：

[0017] 1)制备A组份：

[0018] 将水性环氧树脂乳液、去离子水、润湿分散剂和消泡剂加入备料锅中，并搅拌均

匀；

[0019] 向所述备料锅中加入纳米电气石粉、纳米钛白粉、负离子杀菌剂、纳米级硅藻土、

石英粉和沉淀硫酸钡，1000-1200r/min转速下混合均匀，形成漆浆；

[0020] 研磨所述漆浆，直至所述漆浆的细度小于等于10微米；

[0021] 2)制备B组份：

[0022] 将水性环氧固化剂、聚酰胺纤维与去离子水混合并搅拌均匀；

[0023] 3)将所述A组份和B组份按照质量比为5-10:1混合并搅拌均匀。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现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多种示例性实施方式，该详细说明不应认为是对本发明的限

制，而应理解为是对本发明的某些方面、特性和实施方案的更详细的描述。

[0025] 应理解本发明中所述的术语仅仅是为描述特别的实施方式，并非用于限制本发

明。另外，对于本发明中的数值范围，应理解为具体公开了该范围的上限和下限以及它们之

间的每个中间值。在任何陈述值或陈述范围内的中间值以及任何其他陈述值或在所述范围

内的中间值之间的每个较小的范围也包括在本发明内。这些较小范围的上限和下限可独立

地包括或排除在范围内。

[0026]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本文使用的所有技术和科学术语具有本发明所述领域的常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相同含义。虽然本发明仅描述了优选的方法和材料，但是在本发明的

实施或测试中也可以使用与本文所述相似或等同的任何方法和材料。本说明书中提到的所

有文献通过引用并入，用以公开和描述与所述文献相关的方法和/或材料。在与任何并入的

文献冲突时，以本说明书的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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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在不背离本发明的范围或精神的情况下，可对本发明说明书的具体实施方式做多

种改进和变化，这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由本发明的说明书得到的其他实

施方式对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得的。本申请说明书和实施例仅是示例性的。

[0028] 关于本文中所使用的“包含”、“包括”、“具有”、“含有”等等，均为开放性的用语，即

意指包含但不限于。

[0029] 本发明中所述的“份”如无特别说明，均按质量计。

[0030] 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甲醛吸收性能的水性环氧地坪涂料，其包括A组份和B组份，

所述A组份和所述B组份的质量比为5-10:1；

[0031] 所述A组份基于100质量份包含40-50份的水性环氧树脂、3-10份的纳米钛白、5-10

份的纳米硅藻土、10-15份的石英粉和5-10份的硫酸钡；

[0032] 所述B组份基于100质量份包含60-80份的水性环氧固化剂和10-20份的聚酰胺纤

维。

[0033] 环氧树脂是指分子中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环氧基团的有机高分子化合物，环氧树

脂的环氧基、羟基与固化剂反应，能生成三维网络立体结构的大分子，交联密度大，该大分

子具有很强的内聚力和优异的力学性能。A组份中的水性环氧树脂和B组份的水性环氧树脂

固化剂形成的固化体系中环氧基、羟基、醚键和酯键等都极性很强的极性基团，能与界面分

子产生粘结力，且该固化体系中形成交联密度很大的网状结构大分子，该固化体系形成的

水性环氧地坪涂料具有很强的粘结性。聚酰胺纤维是大分子链的重复单元中含有酰胺键-

CONH-的聚合物的总称，聚酰胺纤维的分子端还包括亲水基-OH和-COOH。聚酰胺纤维的分子

量为14000-30000，优选的是，聚酰胺纤维的分子量为14000-20000。聚酰胺纤维通过-

CONH、-OH和-COOH连接至该固化体系中的网状大分子结构的内部，本发明所述的水性环氧

地坪涂料具有含氮的环化合物、酰胺基和醚键，增强水性环氧地坪涂料具有消醛效果。且纳

米级硅藻土在电子显微镜下可以观察到特殊多孔的构造，能够持续吸附空气中的灰尘颗粒

与空气中微量的甲醛气体，室水性地坪涂料具有持久清洁性和吸甲醛性。

[0034] 进一步地，上述方案中，所述水性环氧树脂为改性环氧树脂，所述改性环氧树脂为

端胺基改性聚醚共聚酰胺与双酚A环氧树脂接枝改性。

[0035] 聚醚共聚酰胺(PEBA)是由聚醚链段和聚酰胺链段共聚而成的，聚醚共聚酰胺对极

性/非极性气体的分离具有良好的渗透选择性，具有很好的CO2脱除功效；氨或含氨基的物

质能够与甲醛发生反应生成比较稳定的化合物六亚甲基四胺，将端胺基改性聚醚共聚酰胺

与双酚A环氧树脂进行改性接枝得到改性环氧树脂，提升环氧树脂吸收甲醛有毒气体的能

力，同时，利用端胺基改性聚醚共聚酰胺提成双酚A环氧树脂的乳液性能，使其具有良好的

透气性、成膜性和吸附性。优选地，所述双酚A环氧树脂与所述端胺基改性聚醚共聚酰胺按

照10-3：1进行改性接枝；更优选地，所述双酚A环氧树脂与所述端胺基改性聚醚共聚酰胺按

照10-5：1进行改性接枝；例如，所述双酚A环氧树脂与所述端胺基改性聚醚共聚酰胺按照

10：1、9:1、8:1、7:1、6:1或5:1进行改性接枝.

[0036] 进一步地，上述方案中，所述水性环氧固化剂为多胺基酰胺固化剂和铵盐固化剂

的混合试剂。优选地，所述多胺基酰胺固化剂和所述铵盐固化剂按照1:1-6混合，更优选地，

所述多胺基酰胺固化剂和所述铵盐固化剂按照1:2-5混合，例如，所述多胺基酰胺固化剂和

所述铵盐固化剂按照1:2、1:3、1:4或1:5混合。进一步地，上述方案中，本发明所述的具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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醛吸收性能的水性环氧地坪涂料的包含的酰胺基、氨基和铵基的摩尔浓度为8-15mol/L，优

选地，本发明中包含的酰胺基、氨基和铵基的摩尔浓度为10-15mol/L，更优选地，本发明中

包含的酰胺基、氨基和铵基的摩尔浓度为10-13mol/L，例如，本发明中包含的酰胺基、氨基

和铵基的摩尔浓度为10、11、12或13mol/L。酰胺基、氨基和铵基与甲醛等有机污染物的化学

活性，运用络合反应、氧化反应、加成反应等来破坏、达到消除室内空气污染、改善室内空气

质量的目的。

[0037] 进一步地，上述方案中，所述A组份还包括纳米电气石，其中，所述B组份中的胺基

的量，相对于1g纳米电气石为2-6mol。

[0038] 电气石是以硼为特征，化学组成复杂的双层六方环状结构的硅酸盐矿物，其化学

成分为SiO2、Fe+Fe2O3、B2O3、Al2O3、Na2O、MgO、Li2O和MnO2，利用物理或化学方法，将电气石制

成与高聚物材料具有良好相溶性的纳米级粉体，纳米级电气石的粉体表面具有反应性基

团，能够与B组份中的胺基基团形成共价键，当1g纳米电气石对应2-6mol胺基时，纳米电气

石均匀地分布在水性环氧地坪涂料中，纳米电气石能够吸附空气中的灰尘和有毒物质，同

时，所述电气石增强水性环氧地坪涂料的透气性和柔软耐久性能。所述电气石为镁铁理电

气石、布格电气石、钠锰电气石或钙镁电气石，

[0039] 进一步地，上述方案中，所述纳米钛白为硬脂酸改性纳米钛白。

[0040] 使用硬脂酸在1,3,5-三甲苯体系中对纳米钛白进行表面改性，硬脂酸键在纳米钛

白表面形成单分子膜，使得粉体表面极性降低，流动性好。进一步地，上述方案中，包括硬脂

酸改性纳米钛白和硬质酸的混合物，即所述硬脂酸改性纳米钛白中所述硬脂酸占的其总量

为3-4％，硬脂酸同时对纳米钛白和纳米电气石进行改性，其中1.3-2％的硬脂酸对纳米电

气石进行改性，1.7-2％的硬脂酸对纳米钛白进行改性，硬脂酸根离子与纳米钛白表面的金

属离子发生作用，硬脂酸根离子与纳米电气石表面的金属离子发生作用，使得硬脂酸被吸

附在纳米钛白和纳米电石气表面，实现对纳米钛白和纳米电气石改性，同时，利用硬脂酸同

时对纳米钛白和纳米电气石进行改性处理，使得改性后的纳米钛白和纳米电气石均匀地分

布水性环氧地坪涂料中，提高涂料的均匀性和稳定性。其中，所述硬脂酸为硬脂酸钠、硬脂

酸钾或硬脂酸铝等硬脂酸改性剂。

[0041] 本发明所述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卤代烃和苯含量通过参考国家标准《GB18582-

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来测试。

[0042] 实施例

[0043]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本发明使用的添加剂为本领域内通常使用的任何物质。

[0044] 根据表1中所示的配方，按下述步骤制备各实施例和比较例的水性环氧地坪涂料。

[0045] 1)制备A组份：

[0046] 将水性环氧树脂乳液、去离子水、润湿分散剂和消泡剂加入备料锅中，并搅拌均

匀；

[0047] 向所述备料锅中加入纳米电气石粉、纳米钛白粉、负离子杀菌剂、纳米级硅藻土、

石英粉和沉淀硫酸钡，1000-1200r/min转速下混合均匀，形成漆浆；

[0048] 研磨所述漆浆，直至所述漆浆的细度小于等于10微米；

[0049] 2)制备B组份：

[0050] 将水性环氧固化剂、聚酰胺纤维与去离子水混合并搅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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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3)将所述A组份和B组份按照质量比为5-10:1混合并搅拌均匀。

[0052] 表1

[0053]

[0054] 在不背离本发明的范围或精神的情况下，可对本发明说明书的具体实施方式做多

种改进和变化，这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由本发明的说明书得到的其他实

施方式对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得的。本申请说明书和实施例仅是示例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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