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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负离子仿花岗岩漆及其

制备方法，包括的成分为：A组份：去离子水、羧甲

基纤维素、有机硅防水剂、消泡剂、杀菌剂、PH调

节剂、防冻剂、成膜助剂、钛白粉、高岭土、负离子

添加剂、水性树脂、保护胶、金刚砂；B组份：去离

子水、膨润土；C组份：水性树脂、助剂、碱溶胀增

稠剂。本发明所述负离子花岗岩漆，通过添加负

离子添加剂，采用特定的负离子添加剂与本发明

所述特定用量、特定组份协同作用时，可以保持

负离子发生能力不低于1000个/(S·cm2)，并能

有效中和空气中的尘埃、细菌、病毒等物质，使之

下沉，以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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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负离子仿花岗岩漆，其特征在于，包括A组份、B组份和C组份，所述A组份、B组份

和C组份的添加质量比为5：3：2；其中，

所述A组份中，以A组份的质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组份：去离子水20～21％、羧甲基纤

维素3％、有机硅防水剂1～1.5％、消泡剂0.5％、杀菌剂0.4％、PH调节剂0.1％、防冻剂1％、

成膜助剂1％、钛白粉2％、高岭土10～12％、负离子添加剂3～5％、高弹纯丙乳液0～5％、苯

丙乳液13～20％、洛克伍德的保护胶S482  2.5～3％、金刚砂32～35％；以上物料混合均匀

制得白色负离子基础漆；

所述B组份中，以B组份的质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组份：去离子水94 .5％，膨润土

5.5％，二者混合而成制得混合液；

所述C组份中，以C组份的质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组份：去离子水0～9％、硅丙乳液80

～88％、助剂8～10％、碱溶胀增稠剂2～3％，三者混合而成制得乳液相C组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负离子仿花岗岩漆，其特征在于，所述羧甲基纤维素为廊坊金星

化工有限公司密度为0.3g/cm3的羧甲基纤维素；所述有机硅防水剂为南雄鼎成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的固含为40wt％的有机硅防水剂；所述消泡剂为矿物油类、有机硅类、矿物油类中

的一种或两种；所述杀菌剂为济南德蓝化工有限公司的DL-T201；所述PH调节剂为2-氨基-

2-甲基-1-丙醇；所述防冻剂为甲基乙二醇防冻剂；所述成膜助剂为醇酯十二成膜助剂；所

述钛白粉为廊坊乐鹏化工的CHR-500金红石钛白粉；所述高岭土为金宇煅烧高岭土化工有

限公司的JYCK-95；所述高弹纯丙乳液为巴德富实业有限公司的RS-9689AS高弹纯丙乳液和

所述苯丙乳液为DOW的DC420V苯丙乳液；所述金刚砂为郑州市海旭磨料有限公司的80-120

目金刚砂。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负离子仿花岗岩漆，其特征在于，所述负离子添加剂为北京天之

岩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固含量为50％的天爽牌负离子添加剂。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负离子仿花岗岩漆，其特征在于：所述膨润土为浙江安吉

天龙有机膨润土有限公司的ST-B膨润土增稠流变剂。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所述负离子仿花岗岩漆，其特征在于：所述C组份中，所述硅丙

乳液为巴德富RS-996AD无皂聚合硅丙乳液。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所述的一种负离子仿花岗岩漆，其特征在于：所述碱溶胀增

稠剂为DOW的TT-935疏水改性碱溶性乳液型增稠剂。

7.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所述负离子仿花岗岩漆，其特征在于：所述C组份中，助剂为

消泡剂、pH稳定剂、防冻剂和成膜助剂，其中所述消泡剂为诺普科SN1360，所述PH稳定剂为

AMP-95；所述防冻剂为甲基乙二醇防冻剂；所述成膜助剂为2,2,4-三甲基-1,3-戊二醇单异

丁酸酯。

8.权利要求1-7任一所述负离子仿花岗岩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先制备A组份：先在分散罐中加入去离子水，在300-500rpm转速下缓慢加入羧甲基

纤维素搅拌2分钟，再依次加入有机硅防水剂、消泡剂、杀菌剂、PH调节剂、防冻剂、成膜助

剂、钛白粉、高岭土、负离子添加剂，1000-1200rpm转速下高速分散25分钟，然后依次加入水

性树脂、保护胶、金刚砂既得到A组份白色负离子基础漆；再接着根据调色要求将基础漆分

成若干份分别调色；

S2.B组份的制备方法如下：先在分散罐中加入去离子水，在300-500rpm转速下缓慢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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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ST-B膨润土增稠流变剂并逐步提高转速至1000rpm，高速分散30分钟至完全溶解既得到

混合液；

S3.C组份的制备方法如下：在分散罐内依次加入去离子水、水性树脂、助剂，调整粘度

至60-70ku既得乳液相；

S4.将上述步骤中A组份、B组份按照要求混合后制成各种颜色和各种颗粒大小的颗粒

彩点；

S5.将步骤S3、S4制得的料剪切混合均匀，调整粘度至65-75KU，即形成不同颜色颗粒均

匀分布的负离子仿花岗岩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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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负离子仿花岗岩漆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涂料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负离子仿花岗岩漆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负离子被称为空气中的维生素。当人们漫步在海边、瀑布和森林时，会感到呼吸舒

畅，心旷神怡，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空气中含有丰富的负离子。而空气环境变差主要

是由于空气中正、负离子浓度比失衡，空气中含有有害气体和烟雾、灰尘、病毒、细菌等。而

负离子一方面可以调节正、负离子浓度比，另一方面又可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负离子能使

空气中微米级肉眼看不见的漂尘，通过正负离子吸引、碰撞形成分子团下沉落地，且负离子

能使细菌蛋白质两级性颠倒，而使细菌生存能力下降或致死。负离子净化空气的特点为灭

活速度快，灭活率高，对空气、物品表面的微生物、细菌、病毒均有灭活作用。

[0003] 仿花岗岩漆富有天然花岗石的风骨内涵，颇显花岗岩的高贵品位，是传统天然真

石漆的新型升级品种。经喷涂装饰后大花纹、大点子、好看、牢固，其效果酷似石材的丰富质

感，给人以天然花岗岩般的凝重、粗犷、大气的视觉享受。由于仿花岗岩漆丰富的艺术效果，

越来越受到大多数房地产商的青睐，仿花岗岩漆被广泛应用于外墙立面和内墙背景效果的

涂装中。

[0004] 然而，市面上现有的仿花岗岩漆只是侧重于产品的物理性能和施工性，并未对仿

花岗岩漆的空气净化性能予以研究。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负离子仿花岗岩漆，包括A

组份、B组份和C组份，所述A组份、B组份和C组份的添加质量比为5：3：2；其中，

[0006] 所述A组份中，以A组份的质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组份：去离子水20～21％、羧甲

基纤维素3％、有机硅防水剂1～1.5％、消泡剂0.5％、杀菌剂0.4％、PH调节剂0.1％、防冻剂

1％、成膜助剂1％、钛白粉2％、高岭土10～12％、负离子添加剂3～5％、高弹纯丙乳液0～

5％、苯丙乳液13～20％、洛克伍德的保护胶S482  2.5～3％、金刚砂32～35％；以上物料混

合均匀制得白色负离子基础漆；

[0007] 所述B组份中，以B组份的质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组份：去离子水94.5％，膨润土

5.5％，二者混合而成制得混合液B组份；

[0008] 所述C组份中，以C组份的质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组份：去离子水0～9％、硅丙乳

液80～88％、助剂8～10％、碱溶胀增稠剂2～3％，三者混合而成制得乳液相C组份。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羧甲基纤维素为廊坊金星化工有限公司密度为0.3g/cm3的羧甲基

纤维素；所述有机硅防水剂为南雄鼎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固含为40wt％的有机硅防水

剂；所述消泡剂为矿物油类、有机硅类、矿物油类中的一种或两种；所述杀菌剂为济南德蓝

化工有限公司的DL-T201；所述PH调节剂为2-氨基-2-甲基-1-丙醇；所述防冻剂为甲基乙二

醇防冻剂；所述成膜助剂为醇酯十二成膜助剂；所述钛白粉为廊坊乐鹏化工的CHR-500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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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钛白粉；所述高岭土为金宇煅烧高岭土化工有限公司的JYCK-95；所述高弹纯丙乳液为巴

德富实业有限公司的RS-9689AS高弹纯丙乳液和所述苯丙乳液为DOW的DC420V苯丙乳液；所

述金刚砂为郑州市海旭磨料有限公司的80-120目金刚砂。

[0010] 进一步地，所述负离子添加剂为北京天之岩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固含量为50％的天

爽牌负离子添加剂。

[0011] 进一步地，所述膨润土为浙江安吉天龙有机膨润土有限公司ST-B膨润土增稠流变

剂。

[0012] 进一步地，所述C组份中，硅丙乳液为巴德富RS-996AD无皂聚合硅丙乳液。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碱溶胀增稠剂为DOW的TT-935疏水改性碱溶性乳液型增稠剂。

[0014] 进一步地，所述C组份中，助剂为消泡剂、pH稳定剂、防冻剂和成膜助剂，其中所述

消泡剂为诺普科SN1360，所述PH稳定剂为AMP-95；所述防冻剂为甲基乙二醇防冻剂；所述成

膜助剂为2,2,4-三甲基-1,3-戊二醇单异丁酸酯。

[0015] 进一步地，本发明还提供了所述负离子仿花岗岩漆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6] S1.先制备A组份：先在分散罐中加入去离子水，在300-500rpm转速下缓慢加入羧

甲基纤维素搅拌2分钟，再依次加入有机硅防水剂、消泡剂、杀菌剂、PH调节剂、防冻剂、成膜

助剂、钛白粉、高岭土、负离子添加剂，1000-1200rpm转速下高速分散25分钟，然后依次加入

水性树脂、保护胶、金刚砂既得到A组份白色负离子基础漆；再接着根据调色要求将基础漆

分成若干份分别调色；

[0017] S2.B组份的制备方法如下：先在分散罐中加入去离子水，在300-500rpm转速下缓

慢加入ST-B膨润土增稠流变剂并逐步提高转速至1000rpm，高速分散30分钟至完全溶解既

得到保护胶；

[0018] S3.C组份的制备方法如下：在分散罐内依次加入去离子水、水性树脂、助剂，调整

粘度至60-70ku既得乳液相；

[0019] S4.将上述步骤中A组份、B组份按照要求混合后制成各种颜色和各种颗粒大小的

颗粒彩点；

[0020] S5.将步骤S3、S4制得的料剪切混合均匀，调整粘度至65-75KU，即形成不同颜色颗

粒均匀分布的负离子仿花岗岩漆。

[0021]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

[0022] (1)本发明所述负离子花岗岩漆，通过添加负离子添加剂，采用特定的负离子添加

剂与本发明所述特定用量、特定组份协同作用时，可以保持负离子发生能力不低于6000个/

cm3，并能有效中和空气中的尘埃、细菌、病毒等物质，使之下沉，以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

[0023] (2)本发明所述负离子花岗岩漆，由于金刚砂是用石英砂、石油焦、木屑等原料通

过电阻炉高温冶炼而成，化学性质稳定，更利于负离子仿花岗岩漆的储存和运输，产品的耐

候性能更优异。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通过本发明的优选实例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需要说明的是，下述实例仅为

说明目的，并非意欲限定本发明。

[0025] 本发明中，表示原料含量的单位均基于质量百分比计，单位为千克，除非另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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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另外，关于本发明的技术指标的测定方法均为本领域内使用标准方法，具体可参见最新

的国家标准，除非另外说明。另外，作为本发明中的其它原材料采用的具体厂家和型号如

下：

[0026] 所述羧甲基纤维素为廊坊金星化工有限公司密度为0.3g/cm3的羧甲基纤维素；

[0027] 所述有机硅防水剂为南雄鼎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固含为40wt％的有机硅防

水剂；

[0028] 所述消泡剂为矿物油类、有机硅类、矿物油类中的一种或两种；

[0029] 所述杀菌剂为济南德蓝化工有限公司的DL-T201；

[0030] 所述PH调节剂为2-氨基-2-甲基-1-丙醇；

[0031] 所述防冻剂为甲基乙二醇防冻剂；

[0032] 所述成膜助剂为醇酯十二成膜助剂；

[0033] 所述钛白粉为廊坊乐鹏化工的CHR-500金红石钛白粉；

[0034] 所述高岭土为金宇煅烧高岭土化工有限公司的JYCK-95；所述高弹纯丙乳液为巴

德富实业有限公司的RS-9689AS高弹纯丙乳液和所述苯丙乳液为DOW的DC420V苯丙乳液；

[0035] 所述金刚砂为郑州市海旭磨料有限公司的80-120目金刚砂；

[0036] 所述负离子添加剂为北京天之岩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固含量为50％的天爽牌负离

子添加剂；

[0037] 所述膨润土为浙江安吉天龙有机膨润土有限公司的ST-B膨润土增稠流变剂；

[0038] 所述C组份中，所述硅丙乳液为巴德富RS-996AD无皂聚合硅丙乳液，助剂为消泡

剂、pH稳定剂、防冻剂和成膜助剂，其中所述消泡剂为诺普科SN1360，所述PH稳定剂为AMP-

95；所述防冻剂为甲基乙二醇防冻剂；所述成膜助剂为2,2,4-三甲基-1,3-戊二醇单异丁酸

酯；

[0039] 所述碱溶胀增稠剂为DOW的TT-935疏水改性碱溶性乳液型增稠剂。

[0040] 实施例1

[0041] 本实施例中所述负离子花岗岩漆，包括A组份、B组份和C组份，所述A组份、B组份和

C组份的添加质量比为5：3：2；其中，

[0042] 所述A组份中，以A组份的质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组份：A组份：去离子水21％、羧

甲基纤维素3％、有机硅防水剂1.5％、消泡剂0.5％、杀菌剂0.4％、PH调节剂0.1％、防冻剂

1％、成膜助剂1％、钛白粉2％、高岭土10％、负离子添加剂5％、高弹纯丙乳液5％、苯丙乳液

15％、保护胶2.5％、金刚砂32％；以上物料混合均匀制得白色负离子基础漆；

[0043] 所述B组份中，以B组份的质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组份：去离子水94.5％，膨润土

5.5％，二者混合而成制得保护胶；

[0044] 所述C组份中，以C组份的质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组份：硅丙乳液88％、助剂10％、

碱溶胀增稠剂2％，三者混合而成制得乳液相。

[0045] 该新产品制造方法为：

[0046] S1.A组份：先在分散罐中加入去离子水，在300-500rpm转速下缓慢加入羧甲基纤

维素搅拌2分钟，再依次加入有机硅防水剂、消泡剂、杀菌剂、PH调节剂、防冻剂、成膜助剂、

钛白粉、高岭土、负离子添加剂，1000-1200rpm转速下高速分散25分钟，然后依次加入水性

树脂、保护胶、金刚砂既得到A组份白色负离子基础漆；再接着根据调色要求将基础漆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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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份分别调色；

[0047] S2.B组份：先在分散罐中加入去离子水，在300-500rpm转速下缓慢加入ST-B膨润

土增稠流变剂膨润土并逐步提高转速至1000rpm，高速分散30分钟至完全溶解既得到保护

胶。

[0048] S3.C组份：在分散罐内依次加入去离子水、水性树脂、助剂，调整粘度至60-70ku既

得乳液相。

[0049] S4.将上述步骤中白色负离子基础漆分成若干份分别调色后加入到B组份中(颜色

的调制效果是根据客户提供的样板来决定的)，A组份和B组份的比例为5:3；然后开启分散

机，转速调至300-500rpm搅拌2分钟，即得到各种颗粒大小的颗粒彩点(颗粒的大小根据样

板效果而定)；

[0050] S5.将步骤S3、S4制得的料剪切混合均匀，调整粘度至65-75KU，即形成不同颜色颗

粒均匀分布的负离子仿花岗岩漆。

[0051] 实施例2

[0052] 本实施例的原材料为：

[0053] 本实施例中所述负离子花岗岩漆，包括A组份、B组份和C组份，所述A组份、B组份和

C组份的添加质量比为5：3：2；其中，

[0054] 所述A组份中，以A组份的质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组份：去离子水20％、羧甲基纤

维素3％、有机硅防水剂1.0％、消泡剂0.5％、杀菌剂0.4％、PH调节剂0.1％、防冻剂1％、成

膜助剂1％、钛白粉2％、高岭土10％、负离子添加剂5％、高弹纯丙乳液5％、苯丙乳液13％、

保护胶3.0％、金刚砂35％；以上物料混合均匀制得白色负离子基础漆；

[0055] 所述B组份中，以B组份的质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组份：去离子水94.5％，膨润土

5.5％，二者混合而成制得保护胶；

[0056] C所述C组份中，以C组份的质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组份：去离子水9％、硅丙乳液

80％、助剂8％、碱溶胀增稠剂3％，三者混合而成制得乳液相。

[0057] 该新产品制造方法为：

[0058] S1.A组份：先在分散罐中加入去离子水，在300-500rpm转速下缓慢加入羧甲基纤

维素搅拌2分钟，再依次加入有机硅防水剂、消泡剂、杀菌剂、PH调节剂、防冻剂、成膜助剂、

钛白粉、高岭土、负离子添加剂，1000-1200rpm转速下高速分散25分钟，然后依次加入水性

树脂、保护胶、金刚砂既得到A组份白色负离子基础漆；再接着根据调色要求将基础漆分成

若干份分别调色；

[0059] S2.B组份：先在分散罐中加入去离子水，在300-500rpm转速下缓慢加入ST-B膨润

土增稠流变剂并逐步提高转速至1000rpm，高速分散30分钟至完全溶解既得到保护胶。

[0060] S3.C组份：在分散罐内依次加入去离子水、水性树脂、助剂，调整粘度至60-70ku既

得乳液相。

[0061] S4.将上述步骤中A组份、B组份按照比例配比要求混合后制成各种颜色和各种颗

粒大小的颗粒彩点；

[0062] S5.将步骤S3、S4制得的料按照配比要求剪切混合均匀，调整粘度至65-75KU，即形

成不同颜色颗粒均匀分布的负离子仿花岗岩漆。

[0063] 实施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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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本实施例中所述负离子花岗岩漆，包括A组份、B组份和C组份，所述A组份、B组份和

C组份的添加质量比为5：3：2；其中，

[0065] 所述A组份中，以A组份的质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组份：去离子水21％、羧甲基纤

维素3％、有机硅防水剂1.5％、消泡剂0.5％、杀菌剂0.4％、PH调节剂0.1％、防冻剂1％、成

膜助剂1％、钛白粉2％、高岭土12％、负离子添加剂3％、苯丙乳液20％、保护胶2.5％、金刚

砂32％；以上物料混合均匀制得白色负离子基础漆；

[0066] 所述B组份中，以B组份的质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组份：去离子水94.5％，膨润土

5.5％，二者混合而成制得保护胶；

[0067] 所述C组份中，以C组份的质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组份：去离子水5％、硅丙乳液

85％、助剂7.5％、碱溶胀增稠剂2.5％，三者混合而成制得乳液相。

[0068] 该新产品制造方法为：

[0069] S1 .A组份：先在分散罐中加入去离子水，在300-500rpm转速下缓慢加入羧甲基纤

维素搅拌2分钟，再依次加入有机硅防水剂、消泡剂、杀菌剂、PH调节剂、防冻剂、成膜助剂、

钛白粉、高岭土、负离子添加剂，1000-1200rpm转速下高速分散25分钟，然后依次加入水性

树脂、保护胶、金刚砂既得到A组份白色负离子基础漆；再接着根据调色要求将基础漆分成

若干份分别调色；

[0070] S2.B组份：先在分散罐中加入去离子水，在300-500rpm转速下缓慢加入ST-B膨润

土增稠流变剂并逐步提高转速至1000rpm，高速分散30分钟至完全溶解既得到保护胶。

[0071] S3.C组份：在分散罐内依次加入去离子水、水性树脂、助剂，调整粘度至60-70ku既

得乳液相。

[0072] S4.将上述步骤中A组份、B组份按照配比要求混合后制成各种颜色和各种颗粒大

小的颗粒彩点；

[0073] S5.将步骤S3、S4制得的料剪切混合均匀，调整粘度至65-75KU，即形成不同颜色颗

粒均匀分布的负离子仿花岗岩漆。

[0074] 实施例4

[0075] 包括A组份、B组份和C组份，所述A组份、B组份和C组份的添加质量比为5：3：2；其

中，

[0076] 所述A组份中，以A组份的质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组份：去离子水21％、羧甲基纤

维素3％、有机硅防水剂1.5％、消泡剂0.5％、杀菌剂0.4％、PH调节剂0.1％、防冻剂1％、成

膜助剂1％、钛白粉3％、高岭土9％、负离子添加剂4％、高弹纯丙乳液5％、苯丙乳液12％、保

护胶2.5％、金刚砂35％；以上物料混合均匀制得白色负离子基础漆；

[0077] 所述B组份中，以B组份的质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组份：去离子水94.5％，膨润土

5.5％，二者混合而成制得保护胶；

[0078] 所述C组份中，以C组份的质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组份：硅丙乳液88％、助剂10％、

碱溶胀增稠剂2％，三者混合而成制得乳液相。

[0079] 该新产品制造方法为：

[0080] S1.A组份：先在分散罐中加入去离子水，在300-500rpm转速下缓慢加入羧甲基纤

维素搅拌2分钟，再依次加入有机硅防水剂、消泡剂、杀菌剂、PH调节剂、防冻剂、成膜助剂、

钛白粉、高岭土、负离子添加剂，1000-1200rpm转速下高速分散25分钟，然后依次加入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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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脂、保护胶、金刚砂既得到A组份白色负离子基础漆；再接着根据调色要求将基础漆分成

若干份分别调色；

[0081] S2.B组份：先在分散罐中加入去离子水，在300-500rpm转速下缓慢加入ST-B膨润

土增稠流变剂并逐步提高转速至1000rpm，高速分散30分钟至完全溶解既得到保护胶。

[0082] S3.C组份：在分散罐内依次加入去离子水、水性树脂、助剂，调整粘度至60-70ku既

得乳液相。

[0083] S4.将上述步骤中A组份、B组份按照配比要求混合后制成各种颜色和各种颗粒大

小的颗粒彩点；

[0084] S5.将步骤S3、S4制得的料剪切混合均匀，调整粘度至65-75KU，即形成不同颜色颗

粒均匀分布的负离子仿花岗岩漆。

[0085] 实施例5

[0086] 本对比例包括A组份、B组份和C组份，所述A组份、B组份和C组份的添加质量比为5：

3：2；其中，

[0087] 所述A组份中，以A组份的质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组份：去离子水23％、羧甲基纤

维素3.5％、有机硅防水剂1％、消泡剂0.5％、杀菌剂0.4％、PH调节剂0.1％、防冻剂1％、成

膜助剂1％、钛白粉2％、高岭土10％、高弹纯丙乳液5％、苯丙乳液15％、保护胶2.5％、雪花

白砂35％；以上物料混合均匀制得白色负离子基础漆；

[0088] 所述B组份中，以B组份的质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组份：去离子水95％，膨润土

5％，二者混合而成制得保护胶；

[0089] 所述C组份中，以C组份的质量百分比计，包括如下组份：：去离子水10％、硅丙乳液

80％、助剂8％、碱溶胀增稠剂2％，三者混合而成制得乳液相。

[0090] 该产品制造方法为：

[0091] S1.A组份：先在分散罐中加入去离子水，在300-500rpm转速下缓慢加入羧甲基纤

维素搅拌2分钟，再依次加入有机硅防水剂、消泡剂、杀菌剂、PH调节剂、防冻剂、成膜助剂、

钛白粉、高岭土，1000-1200rpm转速下高速分散25分钟，然后依次加入水性树脂、保护胶、雪

花白砂既得到A组份白色负离子基础漆；再接着根据调色要求将基础漆分成若干份分别调

色；

[0092] S2.B组份：先在分散罐中加入去离子水，在300-500rpm转速下缓慢加入ST-B膨润

土增稠流变剂土并逐步提高转速至1000rpm，高速分散30分钟至完全溶解既得到保护胶。

[0093] S3.C组份：在分散罐内依次加入去离子水、水性树脂、助剂，调整粘度至60-70ku既

得乳液相。

[0094] S4.将上述步骤中A组份、B组份按照要求混合后制成各种颜色和各种颗粒大小的

颗粒彩点；

[0095] S5.将步骤S3.、S4.制得的料剪切混合均匀，调整粘度至65-75KU，即形成不同颜色

颗粒均匀分布的负离子仿花岗岩漆。

[0096] 实施例1所得的负离子仿花岗岩漆的主要质量技术指标如下表(表1)：

[0097]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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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8]

[0099] 实施例2所得的负离子仿花岗岩漆的主要质量技术指标如下表(表2)：

[0100] 表2

[0101]

[0102]

[0103] 实施例3所得的负离子仿花岗岩漆的主要质量技术指标如下表(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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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4] 表3：

[0105]

[0106] 实施例4所得的负离子仿花岗岩漆的主要质量技术指标如下表：

[0107] 表4：

[0108]

[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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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0] 实施例5所得的负离子仿花岗岩漆的主要质量技术指标如下表：

[0111]

[0112] 显然，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对实施方式的限定。对

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

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而由此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

变动仍处于本发明创造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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