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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抗增塑底涂剂，其特征在

于，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各组分：2-氰基-3-(2-呋

喃基)丙烯酸乙酯/3-苯甲酰基丙烯酸乙酯/1-乙

烯基咪唑/烯丙基环糊精共聚物20-35份、氟改性

环氧树脂10-20份、纳米二氧化硅3-6份、偶联剂

0.3-0.6份、含硼离子液体1-3份、溶剂80-100份。

本发明还提供了所述抗增塑底涂剂的制备方法

及其应用。本发明公开的抗增塑底涂剂生产效率

高，与基材的附着力强，固化时间短，抗增塑效果

显著，对环境和人体的危害小，具有良好的社会

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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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抗增塑底涂剂，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各组分：2-氰基-3-(2-呋喃基)

丙烯酸乙酯/3-苯甲酰基丙烯酸乙酯/1-乙烯基咪唑/烯丙基环糊精共聚物20-35份、氟改性

环氧树脂10-20份、纳米二氧化硅3-6份、偶联剂0.3-0.6份、含硼离子液体1-3份、溶剂80-

10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增塑底涂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偶联剂选自硅烷偶联剂

KH550、硅烷偶联剂KH560、硅烷偶联剂KH570中的至少一种；所述溶剂为丙酮、丁酮、乙酸乙

酯或乙酸丁酯中的至少一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增塑底涂剂，其特征在于，所述2-氰基-3-(2-呋喃基)丙烯

酸乙酯/3-苯甲酰基丙烯酸乙酯/1-乙烯基咪唑/烯丙基环糊精共聚物的制备方法，包括如

下步骤：将2-氰基-3-(2-呋喃基)丙烯酸乙酯、3-苯甲酰基丙烯酸乙酯、1-乙烯基咪唑、烯丙

基环糊精、引发剂加入到高沸点溶剂中，在氮气或惰性气体氛围70-80℃下进行聚合反应3-

5小时，反应结束后冷却至室温，在水中沉出聚合物，再经乙醇洗涤、干燥，得到2-氰基-3-

(2-呋喃基)丙烯酸乙酯/3-苯甲酰基丙烯酸乙酯/1-乙烯基咪唑/烯丙基环糊精共聚物。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抗增塑底涂剂，其特征在于，所述2-氰基-3-(2-呋喃基)丙烯

酸乙酯、3-苯甲酰基丙烯酸乙酯、1-乙烯基咪唑、烯丙基环糊精、引发剂、高沸点溶剂的质量

比为1:1:0.3:(0.1-0.2):(0.02-0.03):(8-12)。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抗增塑底涂剂，其特征在于，所述高沸点溶剂选自N,N-二甲基

甲酰胺、N,N-二甲基乙酰胺、N-甲基吡咯烷酮、二甲亚砜中的至少一种。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抗增塑底涂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引发剂选自偶氮二异丁腈、

偶氮二异庚腈中的至少一种；所述惰性气体选自氦气、氖气、氩气中的一种。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增塑底涂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氟改性环氧树脂的制备方

法，包括如下步骤：将环氧树脂溶于N-甲基吡咯烷酮中形成溶液，然后再向溶液中加入2-氟

苄胺和碱性催化剂，在70-80℃下搅拌反应4-6小时，后在水中析出，取出后干燥，得到氟改

性环氧树脂。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抗增塑底涂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环氧树脂、N-甲基吡咯烷酮、

2-氟苄胺、碱性催化剂的质量比为1:(3-5):(0.2-0.4):0.1；所述碱性催化剂选自氢氧化

钠、氢氧化钾、碳酸钠、碳酸钾中是至少一种。

9.根据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抗增塑底涂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抗增塑底涂剂的制

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各组分混合，搅拌1-2小时，然后在80-110℃下用蒸发回流的方法

调节固含量为40-50wt%，制得抗增塑底涂剂。

10.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抗增塑底涂剂在隐形车衣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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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抗增塑底涂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底涂剂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抗增塑底涂剂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技的进步及社会的发展，汽车已经成为了人们交通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

一，对汽车养护美容需求日益增多。隐形车衣是汽车漆膜养护的一种重要材料，其属于车身

贴膜的一种，不同于以个性装饰为主要目的的改色贴膜，隐形车衣的主要作用就是利用高

性能的透明环保薄膜覆盖车身，给车漆提供全方位的保护，提高漆面的抗腐、抗氧、抗刮蹭

能力，它既不会遮盖原漆颜色，还能提高车身的整体光泽度。因此，提高隐形车衣的质量对

改善汽车氧化美容的效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0003] PVC隐形车衣是目前市场上常见的一种隐形车衣，这类隐形车衣由于PVC易发生黄

变，随着“增塑剂”挥发会产生粉化，而粉化后造成的开裂是致命的，另外，在PVC隐形衣施工

过程中，加热会导致的增塑剂挥发，产生致癌物质，是睾丸癌的直接诱因；另外这类材料韧

性不足，在使用时需要与汽车表面贴合，因此，需要对其表面进行处理，采用底涂剂对其表

面进行辅助处理能有效增强与胶粘剂之间的附着，改善附着力和隐形车衣的隐形效果。

[0004] 理想的底涂剂可实现如下功能：（1）保护基面（抑制基体在使用过程中的腐浊作

用）；（2）改变基体表面化学物性；（3）填充基体表面孔隙和增强表面薄弱区；（4）渗入基材内

部，增强基材强度；（5）在基材表面形成涂膜，抑制水分向外迁移；（6）可在室内室外使用，无

气味；（7）可应用于水泥基，水磨石，PVC基材等；和（8）底漆上层可使用环氧、水性环氧、聚氨

酯和水性聚氨酯等材料。然而，现有技术中的底涂剂普遍不能改善PVC隐形车衣的抗增塑

性，进而，不能有效改善PVC隐形衣的表面性能，粘结性能有待进一步提高。

[0005] 中国专利CN1303896A公开一种水性环氧底涂剂及制备方法，其由水性环氧树脂、

丙烯酸乳液、烷基酚聚氧乙烯醚、甲醛和水组成；该产品对所施工墙体表面或需粘结水泥制

品的湿度无特殊要求，新旧墙体均可使用。该底涂剂无气味，无污染，施工方便，成本低。该

底涂剂虽然用到水性环氧树脂，做到无气味、无污染，但没有说明其是否用于硅酮胶与木质

基材上，也没有用改性硅溶胶对水性环氧树脂进行改性，不能达到本专利中改性水性环氧

树脂的性能。

[0006] 中国专利CN103113789A公开了一种难粘材料的底涂剂及制备方法，其将氯化丙

烯、有机硅聚合物、丙烯酸酯类共聚物、钛酸酯偶联剂、苯类溶剂、喹啉和稳定剂混合，在77-

110℃下调节固含量制得底涂剂，可有效提高聚乙烯、聚丙烯等难粘材料的粘接强度，但该

底涂剂组分有喹啉存在，有恶臭及毒性大的缺点。

[0007] 因此，寻求更为有效的方法，制备出抗增塑效果显著，粘结能力强，对环境和人体

的危害小的抗增塑底涂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抗增塑底涂剂，该抗增塑底涂剂生产效率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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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材的附着力强，固化时间短，抗增塑效果显著，对环境和人体的危害小，具有良好的社会

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本发明还提供了所述抗增塑底涂剂的制备方法和应用。

[0009] 为达到以上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抗增塑底涂剂，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各组分：2-氰

基-3-(2-呋喃基)丙烯酸乙酯/3-苯甲酰基丙烯酸乙酯/1-乙烯基咪唑/烯丙基环糊精共聚

物20-35份、氟改性环氧树脂10-20份、纳米二氧化硅3-6份、偶联剂0.3-0.6份、含硼离子液

体1-3份、溶剂80-100份。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偶联剂选自硅烷偶联剂KH550、硅烷偶联剂KH560、硅烷偶联剂

KH570中的至少一种；所述溶剂为丙酮、丁酮、乙酸乙酯或乙酸丁酯中的至少一种。

[0011] 进一步地，所述2-氰基-3-(2-呋喃基)丙烯酸乙酯/3-苯甲酰基丙烯酸乙酯/1-乙

烯基咪唑/烯丙基环糊精共聚物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2-氰基-3-(2-呋喃基)丙烯

酸乙酯、3-苯甲酰基丙烯酸乙酯、1-乙烯基咪唑、烯丙基环糊精、引发剂加入到高沸点溶剂

中，在氮气或惰性气体氛围70-80℃下进行聚合反应3-5小时，反应结束后冷却至室温，在水

中沉出聚合物，再经乙醇洗涤、干燥，得到2-氰基-3-(2-呋喃基)丙烯酸乙酯/3-苯甲酰基丙

烯酸乙酯/1-乙烯基咪唑/烯丙基环糊精共聚物。

[0012] 较佳地，所述2-氰基-3-(2-呋喃基)丙烯酸乙酯、3-苯甲酰基丙烯酸乙酯、1-乙烯

基咪唑、烯丙基环糊精、引发剂、高沸点溶剂的质量比为1:1:0.3:(0.1-0.2):(0.02-0.03):

(8-12)。

[0013] 较佳地，所述高沸点溶剂选自N,N-二甲基甲酰胺、N,N-二甲基乙酰胺、N-甲基吡咯

烷酮、二甲亚砜中的至少一种。

[0014] 较佳地，所述引发剂选自偶氮二异丁腈、偶氮二异庚腈中的至少一种；所述惰性气

体选自氦气、氖气、氩气中的一种。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氟改性环氧树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环氧树脂溶于N-甲

基吡咯烷酮中形成溶液，然后再向溶液中加入2-氟苄胺和碱性催化剂，在70-80℃下搅拌反

应4-6小时，后在水中析出，取出后干燥，得到氟改性环氧树脂。

[0016] 较佳地，所述环氧树脂、N-甲基吡咯烷酮、2-氟苄胺、碱性催化剂的质量比为1:(3-

5):(0.2-0.4):0.1。

[0017] 较佳地，所述碱性催化剂选自氢氧化钠、氢氧化钾、碳酸钠、碳酸钾中是至少一种。

[0018] 进一步地，所述抗增塑底涂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各组分混合，搅拌1-2

小时，然后在80-110℃下用蒸发回流的方法调节固含量为40-50wt%，制得抗增塑底涂剂。

[0019] 本发明的另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上述抗增塑底涂剂在隐形车衣上是应用。

[0020] 由于上述技术方案的运用，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本发明公开的抗增塑底涂剂，制备方法工艺简单，操作方便，制备效率高，符合大规

模生产需求。

[0021] （2）本发明公开的抗增塑底涂剂，克服了现有技术中的底涂剂普遍不能改善PVC隐

形车衣的抗增塑性，不能有效改善PVC隐形衣的表面性能，粘结性能有待进一步提高的缺

陷，具有生产效率高，与基材的附着力强，固化时间短，抗增塑效果显著，对环境和人体的危

害小，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优点。

[0022] （3）本发明公开的抗增塑底涂剂，通过各组分之间的协同作用，能有效调节增塑剂

与PVC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平衡增塑剂迁移性与增塑性；2-氰基-3-(2-呋喃基)丙烯酸乙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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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苯甲酰基丙烯酸乙酯/1-乙烯基咪唑/烯丙基环糊精共聚物是由2-氰基-3-(2-呋喃基)丙

烯酸乙酯、3-苯甲酰基丙烯酸乙酯、1-乙烯基咪唑、烯丙基环糊精共聚物等单体共聚制成，

引入的呋喃基团和咪唑基团由于含有较多的活性基，能有效增强粘附力，且还能起到消除

自由基，改善涂层抗老化性能，丙烯酸酯结构的引入使得涂剂具备传统聚丙烯酸酯类涂剂

的优点，改善涂剂的综合性能；氰基、苯甲酰基的引入能改善涂剂的耐候性；其他各组分中

由于也含有较多活性基团，也能改善材料的粘结性能，改善隐形车衣的隐形效果；共聚物中

引入咪唑结构，易与PVC表面的氯发生交联反应，进一步阻碍PVC中增塑剂的迁移；环糊精由

于其空穴结构，一方面能有利于提高粘结性能，另一发明也能抗增塑；通过含硼离子液体的

加入，能有效改善底涂剂的阻燃性能和粘结性能，同时也能起到增塑作用，有效防止PVC中

常规增塑剂的迁移；通过氟改性环氧树脂，能有效赋予其耐候性、耐黄变、耐温性等优异性

能。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描述用于揭露本发明以使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本发明。以下描述中的优

选实施例只作为举例，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想到其他显而易见的变型。

[0024] 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烯丙基环糊精为预先制备，制备方法参考：全甲基部分烯丙

基环糊精作为气相色谱固定相的合成和首先拆分，化学试剂，2002,24（3）；所述含硼离子液

体为预先制备，制备方法参考：含硼离子液体的合成、标准及其在硼磷酸盐合成中的应用，

李欣洁，东北大学，2012；其他原料均为商业购买。

[0025] 实施例1

一种抗增塑底涂剂，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各组分：2-氰基-3-(2-呋喃基)丙烯酸乙酯/3-

苯甲酰基丙烯酸乙酯/1-乙烯基咪唑/烯丙基环糊精共聚物20份、氟改性环氧树脂10份、纳

米二氧化硅3份、硅烷偶联剂KH550  0.3份、含硼离子液体1份、丙酮80份。

[0026] 所述2-氰基-3-(2-呋喃基)丙烯酸乙酯/3-苯甲酰基丙烯酸乙酯/1-乙烯基咪唑/

烯丙基环糊精共聚物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2-氰基-3-(2-呋喃基)丙烯酸乙酯10g、

3-苯甲酰基丙烯酸乙酯10g、1-乙烯基咪唑3g、烯丙基环糊精1g、偶氮二异丁腈0.2g加入到

N,N-二甲基甲酰胺80g中，在氮气氛围70℃下进行聚合反应3小时，反应结束后冷却至室温，

在水中沉出聚合物，再经乙醇洗涤、干燥，得到2-氰基-3-(2-呋喃基)丙烯酸乙酯/3-苯甲酰

基丙烯酸乙酯/1-乙烯基咪唑/烯丙基环糊精共聚物。

[0027] 所述氟改性环氧树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环氧树脂10g溶于N-甲基吡咯

烷酮30g中形成溶液，然后再向溶液中加入2-氟苄胺2g和氢氧化钠1g，在70℃下搅拌反应4

小时，后在水中析出，取出后干燥，得到氟改性环氧树脂。

[0028] 所述抗增塑底涂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各组分混合，搅拌1小时，然后在

80℃下用蒸发回流的方法调节固含量为40wt%，制得抗增塑底涂剂。

[0029] 一种上述抗增塑底涂剂在隐形车衣上是应用。

[0030] 实施例2

一种抗增塑底涂剂，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各组分：2-氰基-3-(2-呋喃基)丙烯酸乙酯/3-

苯甲酰基丙烯酸乙酯/1-乙烯基咪唑/烯丙基环糊精共聚物23份、氟改性环氧树脂13份、纳

米二氧化硅4份、硅烷偶联剂KH560  0.4份、含硼离子液体1.5份、丁酮8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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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所述2-氰基-3-(2-呋喃基)丙烯酸乙酯/3-苯甲酰基丙烯酸乙酯/1-乙烯基咪唑/

烯丙基环糊精共聚物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2-氰基-3-(2-呋喃基)丙烯酸乙酯10g、

3-苯甲酰基丙烯酸乙酯10g、1-乙烯基咪唑3g、烯丙基环糊精1.2g、偶氮二异庚腈0.22g加入

到N,N-二甲基乙酰胺90g中，在氦气氛围73℃下进行聚合反应3.5小时，反应结束后冷却至

室温，在水中沉出聚合物，再经乙醇洗涤、干燥，得到2-氰基-3-(2-呋喃基)丙烯酸乙酯/3-

苯甲酰基丙烯酸乙酯/1-乙烯基咪唑/烯丙基环糊精共聚物。

[0032] 所述氟改性环氧树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环氧树脂10g溶于N-甲基吡咯

烷酮35g中形成溶液，然后再向溶液中加入2-氟苄胺2.5g和氢氧化钾1g，在73℃下搅拌反应

4.5小时，后在水中析出，取出后干燥，得到氟改性环氧树脂。

[0033] 所述抗增塑底涂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各组分混合，搅拌1.2小时，然后

在90℃下用蒸发回流的方法调节固含量为43wt%，制得抗增塑底涂剂。

[0034] 一种上述抗增塑底涂剂在隐形车衣上是应用。

[0035] 实施例3

一种抗增塑底涂剂，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各组分：2-氰基-3-(2-呋喃基)丙烯酸乙酯/3-

苯甲酰基丙烯酸乙酯/1-乙烯基咪唑/烯丙基环糊精共聚物27份、氟改性环氧树脂15份、纳

米二氧化硅4.5份、硅烷偶联剂KH570  0.45份、含硼离子液体2份、乙酸乙酯90份。

[0036] 所述2-氰基-3-(2-呋喃基)丙烯酸乙酯/3-苯甲酰基丙烯酸乙酯/1-乙烯基咪唑/

烯丙基环糊精共聚物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2-氰基-3-(2-呋喃基)丙烯酸乙酯10g、

3-苯甲酰基丙烯酸乙酯10g、1-乙烯基咪唑3g、烯丙基环糊精1.5g、偶氮二异丁腈0.25g加入

到N-甲基吡咯烷酮100g中，在氖气氛围75℃下进行聚合反应4小时，反应结束后冷却至室

温，在水中沉出聚合物，再经乙醇洗涤、干燥，得到2-氰基-3-(2-呋喃基)丙烯酸乙酯/3-苯

甲酰基丙烯酸乙酯/1-乙烯基咪唑/烯丙基环糊精共聚物。

[0037] 所述氟改性环氧树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环氧树脂10g溶于N-甲基吡咯

烷酮40g中形成溶液，然后再向溶液中加入2-氟苄胺3g和碳酸钠1g，在75℃下搅拌反应5小

时，后在水中析出，取出后干燥，得到氟改性环氧树脂。

[0038] 所述抗增塑底涂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各组分混合，搅拌1.5小时，然后

在100℃下用蒸发回流的方法调节固含量为45wt%，制得抗增塑底涂剂。

[0039] 一种上述抗增塑底涂剂在隐形车衣上是应用。

[0040] 实施例4

一种抗增塑底涂剂，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各组分：2-氰基-3-(2-呋喃基)丙烯酸乙酯/3-

苯甲酰基丙烯酸乙酯/1-乙烯基咪唑/烯丙基环糊精共聚物32份、氟改性环氧树脂18份、纳

米二氧化硅5.5份、偶联剂0.55份、含硼离子液体2.8份、溶剂95份。

[0041] 所述偶联剂为硅烷偶联剂KH550、硅烷偶联剂KH560、硅烷偶联剂KH570按质量比1:

3:1混合而成；所述溶剂为丙酮、丁酮、乙酸乙酯、乙酸丁酯按质量比1:1:3:2混合而成。

[0042] 所述2-氰基-3-(2-呋喃基)丙烯酸乙酯/3-苯甲酰基丙烯酸乙酯/1-乙烯基咪唑/

烯丙基环糊精共聚物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2-氰基-3-(2-呋喃基)丙烯酸乙酯10g、

3-苯甲酰基丙烯酸乙酯10g、1-乙烯基咪唑3g、烯丙基环糊精1.8g、引发剂0.28g加入到高沸

点溶剂115g中，在氩气氛围78℃下进行聚合反应4.5小时，反应结束后冷却至室温，在水中

沉出聚合物，再经乙醇洗涤、干燥，得到2-氰基-3-(2-呋喃基)丙烯酸乙酯/3-苯甲酰基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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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乙酯/1-乙烯基咪唑/烯丙基环糊精共聚物；高沸点溶剂为N,N-二甲基甲酰胺、N,N-二甲

基乙酰胺、N-甲基吡咯烷酮、二甲亚砜按质量比1:3:2:2混合而成；所述引发剂为偶氮二异

丁腈、偶氮二异庚腈按质量比3:5混合而成。

[0043] 所述氟改性环氧树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环氧树脂10g溶于N-甲基吡咯

烷酮45g中形成溶液，然后再向溶液中加入2-氟苄胺3.8g和碱性催化剂1g，在78℃下搅拌反

应5.8小时，后在水中析出，取出后干燥，得到氟改性环氧树脂；所述碱性催化剂为氢氧化

钠、氢氧化钾、碳酸钠、碳酸钾按质量比1:3:5:2混合而成。

[0044] 所述抗增塑底涂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各组分混合，搅拌1.8小时，然后

在105℃下用蒸发回流的方法调节固含量为48wt%，制得抗增塑底涂剂。

[0045] 一种上述抗增塑底涂剂在隐形车衣上是应用。

[0046] 实施例5

一种抗增塑底涂剂，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各组分：2-氰基-3-(2-呋喃基)丙烯酸乙酯/3-

苯甲酰基丙烯酸乙酯/1-乙烯基咪唑/烯丙基环糊精共聚物35份、氟改性环氧树脂20份、纳

米二氧化硅6份、硅烷偶联剂KH550  0.6份、含硼离子液体3份、乙酸丁酯100份。

[0047] 所述2-氰基-3-(2-呋喃基)丙烯酸乙酯/3-苯甲酰基丙烯酸乙酯/1-乙烯基咪唑/

烯丙基环糊精共聚物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2-氰基-3-(2-呋喃基)丙烯酸乙酯10g、

3-苯甲酰基丙烯酸乙酯10g、1-乙烯基咪唑3g、烯丙基环糊精2g、偶氮二异丁腈0.3g加入到

二甲亚砜120g中，在氮气氛围80℃下进行聚合反应5小时，反应结束后冷却至室温，在水中

沉出聚合物，再经乙醇洗涤、干燥，得到2-氰基-3-(2-呋喃基)丙烯酸乙酯/3-苯甲酰基丙烯

酸乙酯/1-乙烯基咪唑/烯丙基环糊精共聚物。

[0048] 所述氟改性环氧树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环氧树脂10g溶于N-甲基吡咯

烷酮50g中形成溶液，然后再向溶液中加入2-氟苄胺4g和碳酸钾1g，在80℃下搅拌反应6小

时，后在水中析出，取出后干燥，得到氟改性环氧树脂。

[0049] 所述抗增塑底涂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各组分混合，搅拌2小时，然后在

110℃下用蒸发回流的方法调节固含量为50wt%，制得抗增塑底涂剂。

[0050] 一种上述抗增塑底涂剂在隐形车衣上是应用。

[0051] 对比例1

本发明提供一种抗增塑底涂剂，其配方及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相似，不同的是没有添加

氟改性环氧树脂。

[0052] 对比例2

本发明提供一种抗增塑底涂剂，其配方及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相似，不同的是没有添加

纳米二氧化硅。

[0053] 对比例3

本发明提供一种抗增塑底涂剂，其配方及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相似，不同的是没有添加

含硼离子液体。

[0054] 对比例4

本发明提供一种抗增塑底涂剂，其配方及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相似，不同的是共聚物的

制备过程中没有添加共聚单体烯丙基环糊精。

[0055] 对比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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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售底涂剂。

[0056] 将以上实施例1-5及对比例1-5制备的底涂剂对PVC底涂，然后对PVC底涂性能进行

测试，测试结果见表1，测试方法参考YFCS-SY001-2011。

[0057] 表1

项目 热稳定性 附着性 160℃拉伸强度 增塑剂析出

单位 — — MPa ml/100g

实施例1 无开裂和气泡 合格 1.5 0.2

实施例2 无开裂和气泡 合格 1.6 0.1

实施例3 无开裂和气泡 合格 1.6 0.1

实施例4 无开裂和气泡 合格 1.7 0

实施例5 无开裂和气泡 合格 1.8 0

对比例1 微小开裂 不合格 1.0 1

对比例2 微小开裂 合格 0.9 0.8

对比例3 微小气泡 合格 1.2 0.7

对比例4 微小气泡 合格 1.1 1.1

对比例5 有开裂和气泡 不合格 0.7 1.6

从表1可见，本发明实施例公开的抗增塑底涂剂，与市售产品相比，具有更加优异的热

稳定性，附着性，机械力学性能，且抗增塑性能更佳。

[0058]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本发明

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

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的范围内。本发明要求的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同物界定。

说　明　书 6/6 页

8

CN 110408294 A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