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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树

脂水性工业涂料，其组成为：氟硅聚氨酯改性丙

烯酸水性树脂40 .0～75 .0％、助溶剂2 .0～

8 .0％、纳米功能材料0～15 .0％、颜填料0～

35.0％、助剂0.5～10.0％、去离子水至100％；所

述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水性树脂由多异氰酸

酯、多元醇、六氟异丙醇、双羟烷基聚硅氧烷、异

丁醇、低聚物多元醇、二羟甲基丙酸、丙烯酸单体

通过聚合、中和反应制成；本发明制得的一种氟

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树脂水性工业涂料，具有优

异的附着力、疏水性、耐水性、耐腐蚀性、耐磨性、

耐盐雾性、耐沾污性、耐老化性和机械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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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树脂水性工业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性工业涂料，按

重量百分比计，其组分为：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水性树脂40.0～75 .0％、助溶剂2.0～

8.0％、纳米功能材料0～15.0％、颜填料0～35.0％、助剂0.5～10.0％、去离子水至100％；

其中，所述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水性树脂，其制备步骤如下；

a)、按配方重量比，将多元醇、低聚物多元醇加入到反应釜中，升温至90～105℃下真空

脱水1.5～2.0h；

b)、降温至50～60℃加入多异氰酸酯和二月桂酸二丁基锡，通入N2，置换出釜内氧气，然

后加入双羟烷基聚硅氧烷和二羟甲基丙酸，在N2保护下搅拌反应1.0～1.5h，升温至76～80

℃继续反应3.0～4.0h；按设计配方要求预先配制好丙烯酸软硬混合单体，取其50～60％的

混合单体加入到反应物中至粘度适中，降温至65～70℃，加入丙烯酸羟乙酯与六氟异丙醇，

在65～70℃下继续反应1.0～2.0h，反应过程中1h后开始取样，以后每0.5h取样，当检测的

NCO值达到设计值时为止，加入异丁醇以除去剩余的NCO；

c)、在搅拌下将温度降至40℃以下，缓慢滴加中和剂的去离子水溶液，继续反应10～

20min，加入计算量的去离子水，继续搅拌15min，得到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预聚物溶液；

d)、预先配制好5wt％的过硫酸铵水溶液；将20％过硫酸铵水溶液和30％预聚物溶液加

入到反应釜中，升温至80～82℃，搅拌0.5h，同时滴加50％过硫酸铵水溶液和70％预聚物溶

液，在3～4h内滴加完毕；然后滴加剩下的丙烯酸软硬混合单体和30％过硫酸铵水溶液混合

物，在2～3h内滴加完毕；升温至85～88℃，保温反应1.0h，降温至40℃，加入剩余的去离子

水，搅拌，过滤，得所述的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水性树脂；

按重量份计，原料的组分如下：多异氰酸酯8.0～15.0份，多元醇2.0～4.0份，六氟异丙

醇1.0～3.0份，双羟烷基聚硅氧烷2.0～5.0份，低聚物多元醇5.0～12.0份，二羟甲基丙酸

1.5～3.5份，二月桂酸二丁基锡0.01～0.1份，过硫酸铵0.05～0.2份，丙烯酸羟乙酯2.0～

4.0份，异丁醇1.0～2.5份，丙烯酸软硬单体6.0～15.0份，中和剂1.0～2.5份，去离子水

45.0～65.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树脂水性工业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

助溶剂为醇类溶剂、醇醚类溶剂中的至少一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树脂水性工业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

纳米功能材料为纳米SiO2、纳米ZnO、纳米TiO2、纳米Al2O3、纳米SnO2、钛酸钾晶须、碳纳米管、

石墨烯中的至少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树脂水性工业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

颜填料为磷酸锌、钼酸锌、氧化铁红、三聚磷酸铝、钛铁粉、磷铁粉、石墨粉、偏硼酸钡、滑石

粉、硅石粉、云母粉、高岭土、膨润土、硼砂、石棉粉、水性色浆中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树脂水性工业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

助剂至少包括润湿分散剂、基材润湿剂、消泡剂、流平剂、消光剂、防沉流变剂、偶联剂、防闪

锈剂、pH调节剂中的至少两种以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树脂水性工业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

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水性树脂，其玻璃化温度Tg为30℃～45℃、数均分子量为10000～

20000、粒径为150～250nm、pH值为7.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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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树脂水性工业涂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到一种水性涂料，尤其涉及到一种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树脂水性工

业涂料，属于水性功能涂料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涂料是现代社会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材料之一，它在建筑住房、家居用品和机械装

备等许多领域有着很广泛的应用。传统的溶剂型涂料以有机溶剂作为分散剂，在生产和施

工过程中会释放出大量的有毒有害气体到大气中，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极大的危害，并

且浪费大量的溶剂资源，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环保要求。自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环保意

识的增强，世界各国已经相继制定了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和政策，限制了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VOC)的排放，使得传统的溶剂型涂料的发展越来越受到限制。水性涂料以来源丰富、价

格低廉的水作分散介质，生产、施工方便，具有无毒、不燃、不污染环境和节约资源等优点，

将成为未来涂料行业的主力军。目前水性涂料占世界涂料总量的30％以上，具有很大的发

展潜力。据报导每年全球水性涂料的需求量以超过10％的速度递增，而美国的塑胶用水性

涂料增长速度达到17％。

[0003] 其中，水性聚氨酯乳液以其环保、节能、综合性能好、使用安全方便，清洁生产理念

而日益被人们所关注，同时其固化膜具有良好附着力、弹性及韧性而在涂层、胶黏剂、油墨

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水性聚氨酯成膜后存在耐溶剂性差、机械性能不佳等缺

点，通常可以采用交联改性和共聚改性来改善胶膜的耐水性和机械性能，共聚改性能综合

多种树脂的优异性能，其中丙烯酸酯共聚改性水性聚氨酯，可以得到核壳结构的聚合物，充

分利用了聚氨酯和丙烯酸酯的优势，得到性能优异的聚合物，而成为今年来研究的热点。

[0004] 水性丙烯酸酯涂料具有无毒、无气味、节能、不污染环境和加工施工方便等优点，

消除了涂料在生产、运输和使用过程中的易燃易爆等危险性。水性丙烯酸酯的开发研究越

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发展迅速，应用领域也日益增大。其中包括：柔软底物的涂饰，如纸

张、皮革、橡胶和乙烯基塑胶的表面涂层；玻璃纤维的表面涂饰；工业产品的涂饰，如机器外

壳、金属底漆和塑胶制品的等等；木制品，如家具和地板的涂饰。除此之外，水性丙烯酸酯还

可以用作多种底物的粘合剂。

[0005] 中国专利CN104017480A公开了一种氟硅化丙烯酸聚氨酯涂料及其制备、应用方法

本发明涉及防护涂料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氟硅化丙烯酸聚氨酯涂料，包括以下重量百

分比的原料：羟基丙烯酸树脂50～70％、溶剂10～20％、含氟微粉0.1％～3％、颜料1～5％、

高硬度氧化物1～3％、助剂2～5％、封闭型异氰酸酯固化剂10～20％。其可以提高对钢结构

的防护能力，具有良好的抗老化、抗刮擦、防腐蚀、防变色、防污染等特点，在配合其它性能

优良的底漆和中漆使用的情况下，可以实现对钢结构极好的长效防护性能。但其氟硅采用

物理混合的方式加入，涂料贮存稳定性较差，且成膜后随着时间推移容易脱落，从而失去其

特殊性能。

[0006] 因此，开发一种环境友好型的改性聚氨酯丙烯酸树脂水性涂料，使其兼备高的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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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硬度、防水、抗污和抗腐蚀性以及好的稳定性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提供一种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树脂水性工业涂料。

[0008] 本发明利用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水性树脂中聚氨酯上的氟段和硅段能有效降

低涂层的表面张力并提高其交联密度，同时改善涂层的抗污和防水性，防止液体类物质渗

入涂层破坏涂层的结构，使涂层具有优异的耐化学性、耐腐蚀性、耐久性及力学性能。

[0009] 本发明结合丙烯酸树脂的优点，在其树脂分子中引入氟和硅元素对其进行改性，

树脂成膜后，有机氟和有机硅链段倾向于固化膜表面聚集取向，而聚氨酯链段及丙烯酸酯

链段朝向内层，这样既能在保证该乳液具有聚氨酯树脂优良的附着力、弹性和韧性又赋予

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树脂涂膜优异的耐水性、耐溶剂性、耐候性和机械性能。

[0010] 为了解决上面所述的技术问题，本发明采取以下技术方案：本发明涉及一种氟硅

聚氨酯改性丙烯酸树脂水性工业涂料，按重量百分比计，其组成为：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

水性树脂40.0～75.0％、助溶剂2.0～8.0％、纳米功能材料0～15.0％、颜填料0～35.0％、

助剂0.5～10.0％、去离子水至100％。

[0011] 其中，所述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水性树脂，为纳米水性分散体，基于申请的发明

专利“一种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水性树脂及其制备方法”，由多异氰酸酯、多元醇、六氟异

丙醇、双羟烷基聚硅氧烷、异丁醇、低聚物多元醇、二羟甲基丙酸、丙烯酸单体通过聚合、中

和反应制成。

[0012] 所述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水性树脂，其玻璃化温度Tg为30℃～45℃、数均分子

量为10000～20000、粒径为150～250nm、pH值为7.5～8.5；其制备步骤如下：

[0013] a)、按配方重量比，将多元醇、低聚物多元醇加入到反应釜中，升温至90～105℃下

真空脱水1.5～2.0h；

[0014] b)、降温至50～60℃加入多异氰酸酯和二月桂酸二丁基锡，通入N2，置换出釜内氧

气，然后加入双羟烷基聚硅氧烷和二羟甲基丙酸，在N2保护下搅拌反应1.0～1.5h，升温至

76～80℃继续反应3.0～4.0h；按设计配方要求预先配制好丙烯酸软硬混合单体，取其50～

60％的混合单体加入到反应物中至粘度适中，降温至65～70℃，加入丙烯酸羟乙酯与六氟

异丙醇，在65～70℃下继续反应1.0～2.0h，反应过程中1h后开始取样，以后每0.5h取样，当

检测的NCO值达到设计值时为止，加入异丁醇以除去剩余的NCO；

[0015] c)、在搅拌下将温度降至40℃以下，缓慢滴加中和剂的去离子水溶液，继续反应10

～20min，加入计算量的去离子水，继续搅拌15min，得到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预聚物溶

液；

[0016] d)、预先配制好5wt％的过硫酸铵水溶液；将20％过硫酸铵水溶液和30％预聚物溶

液加入到反应釜中，升温至80～82℃，搅拌0.5h，同时滴加50％过硫酸铵水溶液和70％预聚

物溶液，在3～4h内滴加完毕；然后滴加剩下的丙烯酸软硬混合单体和30％过硫酸铵水溶液

混合物，在2～3h内滴加完毕；升温至85～88℃，保温反应1.0h，降温至40℃，加入剩余的去

离子水，搅拌，过滤，得所述的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水性树脂。

[0017] 所述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水性树脂，按重量份计，原料的组分如下：多异氰酸酯

8.0～15.0份，多元醇2.0～4.0份，六氟异丙醇1.0～3.0份，双羟烷基聚硅氧烷2.0～5.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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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聚物多元醇5.0～12.0份，二羟甲基丙酸1.5～3.5份，二月桂酸二丁基锡0.01～0.1份，过

硫酸铵0.05～0.2份，丙烯酸羟乙酯2.0～4.0份，异丁醇1.0～2.5份，丙烯酸软硬单体6.0～

15.0份，中和剂1.0～2.5份，去离子水45.0～65.0份；所述各原料成分在申请的发明专利

“一种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水性树脂及其制备方法”中已有记载。

[0018] 所述助溶剂为醇类溶剂、醇醚类溶剂中的至少一种。

[0019] 所述助剂至少包括润湿分散剂、基材润湿剂、消泡剂、流平剂、消光剂、防沉流变

剂、偶联剂、防闪锈剂、pH调节剂中的至少两种以上。

[0020] 所述纳米功能材料为纳米SiO2、纳米ZnO、纳米TiO2、纳米Al2O3、纳米SnO2、钛酸钾晶

须、碳纳米管、石墨烯中的至少一种。

[0021] 所述颜填料为磷酸锌、钼酸锌、氧化铁红、三聚磷酸铝、钛铁粉、磷铁粉、石墨粉、偏

硼酸钡、滑石粉、硅石粉、云母粉、高岭土、膨润土、硼砂、石棉粉、水性色浆中的一种或几种

的组合。

[0022] 本发明制得的一种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树脂水性工业涂料，具有优异的附着

力、疏水性、耐水性、耐腐蚀性、耐磨性、耐盐雾性、耐沾污性、耐老化性和机械特性。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本发明结合以下实施例对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树脂水性工业涂料的制备做进

一步的描述。可以理解的是，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于解释相关发明，而非对该发

明的限定。

实施例1

[0024] 一种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树脂水性工业涂料，按重量份计，其组成为：氟硅聚氨

酯改性丙烯酸水性树脂A65.0份、丙二醇3.0份、二丙二醇丁醚2.5份、分散剂0.5份、基材润

湿剂0.3份、纳米SiO2  3.0份、硅烷流平剂0.3份、消泡剂0.2份、增稠防沉剂0.5份、pH调节剂

0.2份、去离子水24.5份；

[0025] 其中，所述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水性树脂A为发明专利“一种氟硅聚氨酯改性丙

烯酸水性树脂及其制备方法”中的实施例1所述。

实施例2

[0026] 一种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树脂水性工业涂料，按重量份计，其组成为：氟硅聚氨

酯改性丙烯酸水性树脂B  36.0份、丙二醇甲醚3.0份、分散剂1.5份、钛酸钾晶须12.0份、碳

纳米管1.0份、硅烷偶联剂1.0份、云母粉18.0份、滑石粉12.0份、流平剂0.1份、消泡剂0.2

份、防沉剂0.5份、pH调节剂0.1份、去离子水13.6份；

[0027] 其中，所述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树脂B为发明专利“一种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

水性树脂及其制备方法”中的实施例2所述。

实施例3

[0028] 一种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树脂水性工业涂料，按重量份计，其组成为：氟硅聚氨

酯改性丙烯酸树脂C  60.0份、丙二醇丁醚3.0份、分散剂0.5份、30％纳米Al2O3分散体3.0份、

70％钛白浆10.0份、基材润湿剂0.2份、pH调节剂0.1份、50％酞菁蓝色浆8.0份、防闪锈剂

1.0份、消泡剂0.2份、防沉剂0.3份、流平剂0.2份、去离子水13.5份；

[0029] 其中，所述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树脂C为发明专利“一种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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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树脂及其制备方法”中的实施例3所述。

[0030] 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氟硅聚氨酯改性丙烯酸水性工业涂料与聚氨酯改性丙烯酸

水性树脂配制成水性工业涂料(对比例)制成样板，按照相关标准对涂膜性能进行检测，其

检测的技术指标如表1所示。

[0031] 表1：本发明实施例与对比例的涂膜性能对比技术指标

[0032] 尽管本发明已作了详细说明并引证了实施例，但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显

然可以按照上述说明而做出的各种方案、修改和改动，都应该包括在权利要求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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