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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漆膜划伤自动愈合的摩

托车轮毂，摩托车轮毂表面依次喷涂有底漆、面

漆、清漆，所述面漆包括水性丙烯酸分散体、PTM

微胶囊、EA/TPGDA微胶囊、中和剂、润湿剂、消泡

剂、水性氨基树脂、增稠剂、颜料，去离子水；所述

底漆包括水性颜料、水性丙烯酸树脂、水性环氧

树脂、成膜助剂、流平剂、消泡剂、分散剂，去离子

水。将制得的底漆、面漆依次喷涂于摩托车轮毂

表面，固化成膜后再喷涂常规清漆，形成漆膜。该

漆膜在受到外力擦伤时可自行修复擦伤刮痕，修

复后的擦伤部位可回复到肉眼不可见刮伤的程

度。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1页

CN 111218178 A

2020.06.02

CN
 1
11
21
81
78
 A



1.一种漆膜划伤自动愈合的摩托车轮毂，其特征在于，摩托车轮毂表面依次喷涂有底

漆、面漆、清漆，所述面漆包括水性丙烯酸分散体、PTM微胶囊、EA/TPGDA微胶囊、中和剂、润

湿剂、消泡剂、水性氨基树脂、增稠剂、颜料，去离子水；所述底漆包括水性颜料、水性丙烯酸

树脂、水性环氧树脂、成膜助剂、流平剂、消泡剂、分散剂，去离子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漆膜划伤自动愈合的摩托车轮毂，其特征在于，面漆中各

组分的用量以重量份计分别为：水性丙烯酸分散体40-45份、PTM微胶囊5-10份、EA/TPGDA微

胶囊5-10份、中和剂0.1-0.2份、润湿剂0.1份、消泡剂0.2份、水性氨基树脂3-5份、增稠剂

0.4份、颜料9-10份，去离子水18.9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漆膜划伤自动愈合的摩托车轮毂，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漆

中的各组分以重量份计分别为：水性颜料5-25份、水性丙烯酸树脂10-20份、水性环氧树脂

40-60份、成膜助剂5-10份、流平剂1-2份、消泡剂0.2-0.5份、分散剂1-2份、去离子水10-20

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漆膜划伤自动愈合的摩托车轮毂，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性

丙烯酸分散体为水性羟基丙烯酸共聚物，酸值＜50mgKOH/g。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漆膜划伤自动愈合的摩托车轮毂，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和

剂为中和剂DMEA；所述润湿剂为迪高润湿剂，所述消泡剂为有机硅消泡剂；所述增稠剂为增

稠剂PAE、增稠剂P-91的混合，二者质量比为1:1；所述成膜助剂为乙二醇、丙二醇、乙二醇丁

醚、二丙二醇单甲醚、己二醇丁醚醋酸酯、己二酸二异丁酯、醇酯十二中的一种；所述流平剂

为水性流平剂BYK-333，所述分散剂为水性分散剂HTA3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漆膜划伤自动愈合的摩托车轮毂，其特征在于，所述PTM

微胶囊的制备方法具体为：

将过氧化苯甲酰溶于甲苯中制得质量浓度为3-5％的过氧化苯甲酰溶液，将季戊四醇、

3-巯基丙酸溶于去离子水中，在1500转/分的转速下边搅拌边加入过氧化苯甲酰溶液，搅拌

后制得的混合液采用紫外光在1000W功率下，调节紫外光与混合液距离为10cm，辐照处理

10min，处理结束后过滤，将沉淀采用去离子水洗涤后，真空冷冻干燥处理，制得PTM微胶囊。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漆膜划伤自动愈合的摩托车轮毂，其特征在于，所述季戊

四醇、3-巯基丙酸、过氧化苯甲酰的质量比为2：(6-7)：(0.35-0.65)。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漆膜划伤自动愈合的摩托车轮毂，其特征在于，所述EA/

TPGDA微胶囊的制备方法具体为：

将十二烷基苯磺酸钠溶于去离子水中制得质量浓度为1％的十二烷基苯磺酸钠溶液，

在3000转/分的状态搅拌下加入EA、TPGDA，搅拌混合10min，然后加入过氧化苯甲酰，制得乳

液，并将乳液在紫外光辐照下设置功率为1200W，紫外光与乳液的距离为8-13cm，处理

20min，之后取出，过滤，沉淀依次采用去离子水洗涤，冷冻干燥，制得EA/TPGDA微胶囊。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漆膜划伤自动愈合的摩托车轮毂，其特征在于，所述十二

烷基苯磺酸钠、EA、TPGDA、过氧化苯甲酰的质量比为8：(4-6)：(0.5-1)：0.3。

10.根据权利要求1至9任一所述的一种漆膜划伤自动愈合的摩托车轮毂的制备方法，

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将水性丙烯酸分散体、PTM微胶囊、EA/TPGDA微胶囊、水性氨基树脂和去离子水混合

研磨，然后加入中和剂、润湿剂、消泡剂、增稠剂、颜料，搅拌混合均匀制得面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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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水性丙烯酸树脂、水性环氧树脂、去离子水搅拌混合后，继续加入成膜助剂、流平

剂、消泡剂、分散剂、水性颜料，搅拌分散，制得底漆；

(3)将摩托车轮毂表面采用砂纸打磨，并依次采用酸洗、水洗、酸洗、水洗，在120℃干

燥，制得预处理摩托车轮毂；

(4)将上面制得的底漆喷涂于摩托车轮毂表面，形成厚度为10-15μm的底漆涂层；将制

得的面漆喷涂于底漆涂层表面，形成厚度为15-25μm的面漆涂层，然后在100-120℃下干燥

处理，最后在面漆涂层表面喷涂清漆形成厚度为8-12μm的清漆涂层，干燥处理，制得漆膜划

伤自动愈合的摩托车轮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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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漆膜划伤自动愈合的摩托车轮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摩托车轮毂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漆膜划伤自动愈合的摩托车轮毂。

背景技术：

[0002] 摩托车是使用引擎驱动，靠手把操纵前轮转向的两轮或三轮车。摩托车的主要结

构包括动力运输系统、转向系统、刹车系统、冷却系统、电力系统、避震系统等。摩托车的发

展是在自行车之后，汽车之前，摩托车由于体积小、灵活性高，耗能低，通过性好，行驶迅速

以及价格便宜等特点，成为当今社会人们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

[0003] 轮毂是摩托车承载的重要安全部件，安全要求性很高，为了提高摩托车轮毂的防

腐蚀性能、耐老化性能以及使用性能，常常在轮毂表面喷涂一层漆膜。但是摩托车在使用过

程中，由于其行驶速度快、稳定性相对较低，漆膜容易受到外力的作用，从而在漆膜表面留

下漆膜表面轻微划伤的状态。

[0004] 本发明从解决漆膜受到外力时易划伤的问题触发，通过研究改变目前轮毂常用的

涂装材料，提供了一种新的涂装材料，将其喷涂于摩托车轮毂表面，受到刮伤后，只需要让

面漆受热一段时间，就可以回复到光滑的手感。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漆膜划伤自动愈合的摩托车轮毂，该

方法是将自主研发的一种新的涂装材料喷涂于轮毂表面，当形成的漆膜因外力受到划伤

时，通过受热一段时间就可以使得漆膜回复到光滑的手感，与以往的涂装材料相比，能降低

约80％的轻微擦伤，若想加快回复过程可采用热水或热风对划伤区域进行加热。

[0006] 为了更好的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漆膜划伤自动愈合的摩托车轮毂，摩托车轮毂表面依次喷涂有底漆、面漆、清

漆，所述面漆包括水性丙烯酸分散体、PTM微胶囊、EA/TPGDA微胶囊、中和剂、润湿剂、消泡

剂、水性氨基树脂、增稠剂、颜料，去离子水；所述底漆包括水性颜料、水性丙烯酸树脂、水性

环氧树脂、成膜助剂、流平剂、消泡剂、分散剂，去离子水。

[0008]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优选，面漆中各组分的用量以重量份计分别为：水性丙烯酸

分散体40-45份、PTM微胶囊5-10份、EA/TPGDA微胶囊5-10份、中和剂0.1-0.2份、润湿剂0.1

份、消泡剂0.2份、水性氨基树脂3-5份、增稠剂0.4份、颜料9-10份，去离子水18.9份。

[0009]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优选，所述底漆中的各组分以重量份计分别为：水性颜料5-

25份、水性丙烯酸树脂10-20份、水性环氧树脂40-60份、成膜助剂5-10份、流平剂1-2份、消

泡剂0.2-0.5份、分散剂1-2份、去离子水10-20份。

[0010]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优选，所述水性丙烯酸分散体为水性羟基丙烯酸共聚物，酸

值＜50mgKOH/g。

[0011]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优选，所述中和剂为中和剂DMEA；所述润湿剂为迪高润湿剂，

所述消泡剂为有机硅消泡剂；所述增稠剂为增稠剂PAE、增稠剂P-91的混合，二者质量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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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所述成膜助剂为乙二醇、丙二醇、乙二醇丁醚、二丙二醇单甲醚、己二醇丁醚醋酸酯、己

二酸二异丁酯、醇酯十二中的一种；所述流平剂为水性流平剂BYK-333，所述分散剂为水性

分散剂HTA30。

[0012]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优选，所述PTM微胶囊的制备方法具体为：

[0013] 将过氧化苯甲酰溶于甲苯中制得质量浓度为3-5％的过氧化苯甲酰溶液，将季戊

四醇、3-巯基丙酸溶于去离子水中，在1500转/分的转速下边搅拌边加入过氧化苯甲酰溶

液，搅拌后制得的混合液采用紫外光在1000W功率下，调节紫外光与混合液距离为10cm，辐

照处理10min，处理结束后过滤，将沉淀采用去离子水洗涤后，真空冷冻干燥处理，制得PTM

微胶囊；

[0014]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优选，所述季戊四醇、3-巯基丙酸、过氧化苯甲酰的质量比为

2：(6-7)：(0.35-0.65)。

[0015]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优选，所述EA/TPGDA微胶囊的制备方法具体为：

[0016] 将十二烷基苯磺酸钠溶于去离子水中制得十二烷基苯磺酸钠溶液，在3000转/分

的状态搅拌下加入EA、TPGDA，搅拌混合10min，然后加入过氧化苯甲酰，制得乳液，并将乳液

在紫外光辐照下处理20min，之后取出，过滤，沉淀依次采用去离子水洗涤，冷冻干燥，制得

EA/TPGDA微胶囊。

[0017]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优选，所述十二烷基苯磺酸钠溶液的质量浓度为1％。

[0018]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优选，所述十二烷基苯磺酸钠、EA、TPGDA、过氧化苯甲酰的质

量比为8：(4-6)：(0.5-1)：0.3。

[0019]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优选，所述紫外光辐照的条件为：1200W功率，紫外光与乳液

的距离为8-13cm。

[0020] 此外，为了进一步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还公开了该漆膜划伤自动愈合的摩

托车轮毂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21] (1)将水性丙烯酸分散体、PTM微胶囊、EA/TPGDA微胶囊、水性氨基树脂和去离子水

混合研磨，然后加入中和剂、润湿剂、消泡剂、增稠剂、颜料，搅拌混合均匀制得面漆；

[0022] (2)将水性丙烯酸树脂、水性环氧树脂、去离子水搅拌混合后，继续加入成膜助剂、

流平剂、消泡剂、分散剂、水性颜料，搅拌分散，制得底漆；

[0023] (3)将摩托车轮毂表面采用砂纸打磨，并依次采用酸洗、水洗、酸洗、水洗，在120℃

干燥，制得预处理摩托车轮毂；

[0024] (4)将上面制得的底漆喷涂于摩托车轮毂表面，形成底漆涂层；将制得的面漆喷涂

于底漆涂层表面，形成面漆涂层，然后在100-120℃下干燥处理，最后在面漆涂层表面喷涂

清漆形成清漆涂层，干燥处理，制得漆膜划伤自动愈合的摩托车轮毂。

[0025] 本发明采用的清漆为油性漆，为常规清漆，清漆为一层透明的光亮漆，喷涂于摩托

车轮毂表面，使得表面平整光亮。

[0026]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优选，所述底漆涂层、面漆涂层、清漆涂层的厚度依次为10-

15μm、15-25μm、8-12μm。

[0027]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8] 本发明在摩托车轮毂表面依次喷涂底漆、面漆和清漆，通过有效调节面漆和清漆

的组成，可有效提高涂层之间的结合性能，提高涂层与摩托车轮毂本体的附着力，而且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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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喷涂底漆以前对摩托车轮毂本体进行清洗，去除表面加工遗留的杂质，例如油脂等，可

有效改善摩托车轮毂的粗糙度，进一步提高底漆与摩托车轮毂的结合力。本发明最后还在

面漆表面喷涂一层常规清漆，其为一层透明的光亮漆，作为最后一道工序喷涂在轮毂表面，

使得表面平整光亮。

[0029] 本发明采用PTM微胶囊、EA/TPGDA微胶囊、水性丙烯酸分散体和水性氨基树脂作为

主要组分，并添加各种助剂组成面漆，其作为显色层，不仅具有良好的色彩度，且柔软性好，

黏合密度和韧性大，当面漆受到刮伤后，对面漆采用加热处理，即可回复到光滑的手感，与

现有技术中的普通涂装材料相比，轻微擦伤降低约80％，即使出现一定程度的擦伤，在受热

一段时间后，可以恢复至擦伤之前的状态。而且摩托车在户外受到阳光暴晒时，不论各种色

系面漆，其温度都会高达90℃以上，能够自行修复擦伤刮痕。经检测，当摩托车轮毂表面的

漆膜刮伤后，光源距离刮伤部位约10cm，控制温度50-60℃，照射5min，其刮伤部位回复到肉

眼不可见刮伤的程度。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漆膜结构示意图。

[0031] 图2为摩托车轮毂喷涂效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了更好的理解本发明，下面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实施例只用于解

释本发明，不会对本发明构成任何的限定。

[0033] 实施例1

[0034] 将40份水性丙烯酸分散体、5份PTM微胶囊、5份EA/TPGDA微胶囊、3份水性氨基树脂

和18.9份去离子水混合研磨，然后加入0.1份中和剂、0.1份润湿剂、0.2份消泡剂、0.4份增

稠剂、9份颜料，搅拌混合均匀制得面漆；将10份水性丙烯酸树脂、40份水性环氧树脂、10份

去离子水搅拌混合后，继续加入5份成膜助剂、1份流平剂、0.2份消泡剂、1份分散剂、5份水

性颜料，搅拌分散，制得底漆；将摩托车轮毂表面采用砂纸打磨，并依次采用酸洗、水洗、酸

洗、水洗，在120℃干燥，制得预处理摩托车轮毂；将底漆喷涂于摩托车轮毂表面，形成厚度

为10-15μm的底漆涂层；将制得的面漆喷涂于底漆涂层表面，形成厚度为15-25μm的面漆涂

层，然后在100-120℃下干燥处理，最后在面漆涂层表面喷涂清漆形成厚度为8-12μm的清漆

涂层，干燥处理，制得漆膜划伤自动愈合的摩托车轮毂。

[0035] 实施例2

[0036] 将45份水性丙烯酸分散体、10份PTM微胶囊、10份EA/TPGDA微胶囊、5份水性氨基树

脂和18.9份去离子水混合研磨，然后加入0.2份中和剂、0.1份润湿剂、0.2份消泡剂、0.4份

增稠剂、10份颜料，搅拌混合均匀制得面漆；将20份水性丙烯酸树脂、60份水性环氧树脂、20

份去离子水搅拌混合后，继续加入10份成膜助剂、2份流平剂、0.5份消泡剂、2份分散剂、25

份水性颜料，搅拌分散，制得底漆；将摩托车轮毂表面采用砂纸打磨，并依次采用酸洗、水

洗、酸洗、水洗，在120℃干燥，制得预处理摩托车轮毂；将底漆喷涂于摩托车轮毂表面，形成

厚度为10-15μm的底漆涂层；将制得的面漆喷涂于底漆涂层表面，形成厚度为15-25μm的面

漆涂层，然后在100-120℃下干燥处理，最后在面漆涂层表面喷涂清漆形成厚度为8-12μm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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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漆涂层，干燥处理，制得漆膜划伤自动愈合的摩托车轮毂。

[0037] 实施例3

[0038] 将41份水性丙烯酸分散体、6份PTM微胶囊、6份EA/TPGDA微胶囊、3.5份水性氨基树

脂和18.9份去离子水混合研磨，然后加入0.12份中和剂、0.1份润湿剂、0.2份消泡剂、0.4份

增稠剂、9份颜料，搅拌混合均匀制得面漆；将12份水性丙烯酸树脂、43份水性环氧树脂、12

份去离子水搅拌混合后，继续加入6份成膜助剂、1.2份流平剂、0.25份消泡剂、1.2份分散

剂、10份水性颜料，搅拌分散，制得底漆；将摩托车轮毂表面采用砂纸打磨，并依次采用酸

洗、水洗、酸洗、水洗，在120℃干燥，制得预处理摩托车轮毂；将底漆喷涂于摩托车轮毂表

面，形成厚度为10-15μm的底漆涂层；将制得的面漆喷涂于底漆涂层表面，形成厚度为15-25

μm的面漆涂层，然后在100-120℃下干燥处理，最后在面漆涂层表面喷涂清漆形成厚度为8-

12μm的清漆涂层，干燥处理，制得漆膜划伤自动愈合的摩托车轮毂。

[0039] 实施例4

[0040] 将42份水性丙烯酸分散体、7份PTM微胶囊、7份EA/TPGDA微胶囊、4份水性氨基树脂

和18.9份去离子水混合研磨，然后加入0.15份中和剂、0.1份润湿剂、0.2份消泡剂、0.4份增

稠剂、9.5份颜料，搅拌混合均匀制得面漆；将15份水性丙烯酸树脂、45份水性环氧树脂、15

份去离子水搅拌混合后，继续加入7份成膜助剂、1.5份流平剂、0.3份消泡剂、1.5份分散剂、

13份水性颜料，搅拌分散，制得底漆；将摩托车轮毂表面采用砂纸打磨，并依次采用酸洗、水

洗、酸洗、水洗，在120℃干燥，制得预处理摩托车轮毂；将底漆喷涂于摩托车轮毂表面，形成

厚度为10-15μm的底漆涂层；将制得的面漆喷涂于底漆涂层表面，形成厚度为15-25μm的面

漆涂层，然后在100-120℃下干燥处理，最后在面漆涂层表面喷涂清漆形成厚度为8-12μm的

清漆涂层，干燥处理，制得漆膜划伤自动愈合的摩托车轮毂。

[0041] 实施例5

[0042] 将43份水性丙烯酸分散体、8份PTM微胶囊、8份EA/TPGDA微胶囊、4.5份水性氨基树

脂和18.9份去离子水混合研磨，然后加入0.16份中和剂、0.1份润湿剂、0.2份消泡剂、0.4份

增稠剂、9份颜料，搅拌混合均匀制得面漆；将17份水性丙烯酸树脂、50份水性环氧树脂、18

份去离子水搅拌混合后，继续加入7份成膜助剂、1.8份流平剂、0.4份消泡剂、1.6份分散剂、

20份水性颜料，搅拌分散，制得底漆；将摩托车轮毂表面采用砂纸打磨，并依次采用酸洗、水

洗、酸洗、水洗，在120℃干燥，制得预处理摩托车轮毂；将底漆喷涂于摩托车轮毂表面，形成

厚度为10-15μm的底漆涂层；将制得的面漆喷涂于底漆涂层表面，形成厚度为15-25μm的面

漆涂层，然后在100-120℃下干燥处理，最后在面漆涂层表面喷涂清漆形成厚度为8-12μm的

清漆涂层，干燥处理，制得漆膜划伤自动愈合的摩托车轮毂。

[0043] 实施例6

[0044] 将44份水性丙烯酸分散体、9份PTM微胶囊、9份EA/TPGDA微胶囊、4.5份水性氨基树

脂和18.9份去离子水混合研磨，然后加入0.2份中和剂、0.1份润湿剂、0.2份消泡剂、0.4份

增稠剂、9份颜料，搅拌混合均匀制得面漆；将15份水性丙烯酸树脂、55份水性环氧树脂、18

份去离子水搅拌混合后，继续加入8份成膜助剂、1.5份流平剂、0.45份消泡剂、1份分散剂、

22份水性颜料，搅拌分散，制得底漆；将摩托车轮毂表面采用砂纸打磨，并依次采用酸洗、水

洗、酸洗、水洗，在120℃干燥，制得预处理摩托车轮毂；将底漆喷涂于摩托车轮毂表面，形成

厚度为10-15μm的底漆涂层；将制得的面漆喷涂于底漆涂层表面，形成厚度为15-25μm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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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涂层，然后在100-120℃下干燥处理，最后在面漆涂层表面喷涂清漆形成厚度为8-12μm的

清漆涂层，干燥处理，制得漆膜划伤自动愈合的摩托车轮毂。

[0045] 虽然已经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案进行了描述，但是本发明的许多其他形式和改

变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应理解所附权利要求和本发明通常涵盖本发明真

实精神和范围内的所有这些明显的形式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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