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960440.X

(22)申请日 2018.08.2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181506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1.11

(73)专利权人 广东昊辉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 523808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新城大道9号中大海洋

生物科技研发基地A区2号办公楼4层

(72)发明人 张开宇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市君胜知识产权代理事

务所(普通合伙) 44268

代理人 刘文求

(51)Int.Cl.

C09D 167/06(2006.01)

C09D 175/14(2006.01)

C03C 17/38(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2533068 A,2012.07.04

CN 108264838 A,2018.07.10

CN 107974193 A,2018.05.01

审查员 赵欢

 

(54)发明名称

一种无溶剂型光固化玻璃涂料及其制备方

法与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无溶剂型光固化玻璃涂料

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其中，所述涂料按重量百

分比计包括：40‑50%的硅烷偶联剂接枝的三官聚

酯丙烯酸酯，20‑25%的三官聚氨酯丙烯酸酯，5‑

10%的二官聚氨酯丙烯酸酯，8‑15%的甲基丙烯酸

羟乙酯，8‑15%的季戊四醇三丙烯酸酯，4‑6%的光

引发剂以及0.02‑0.05%的流平剂2100。由于三官

聚酯丙烯酸酯上接枝的硅烷偶联剂能够与玻璃

表面的硅醇基团或其它无机填料表面的分子作

用形成共价键，即所述硅烷偶联剂能够起着在无

机相与有机相之间相互连接的桥梁作用，从而有

效提高涂料在玻璃表面的附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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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溶剂型光固化玻璃涂料，其特征在于，按重量百分比计包括：40-50％的硅烷

偶联剂接枝的三官聚酯丙烯酸酯，20-25％的三官聚氨酯丙烯酸酯，5-10％的二官聚氨酯丙

烯酸酯，8-15％的甲基丙烯酸羟乙酯，8-15％的季戊四醇三丙烯酸酯，4-6％的光引发剂以

及0.02-0.05％的流平剂2100；所述硅烷偶联剂一端接枝到所述三官聚酯丙烯酸酯上形成

共价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溶剂型光固化玻璃涂料，其特征在于，还包括0.5-1 .5％的

磷酸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溶剂型光固化玻璃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光引发剂为光引

发剂184、光引发剂BDK和光引发剂TPO中的一种或多种。

4.一种如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无溶剂型光固化玻璃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步骤：

将甲基丙烯酸羟乙酯加入分散缸开启搅拌，接着加入所述光引发剂搅拌至完全溶解，

然后加入硅烷偶联剂接枝的三官聚酯丙烯酸酯、三官聚氨酯丙烯酸酯以及二官聚氨酯丙烯

酸酯，最后加入流平剂2100搅拌均匀后用200目网过滤出料，制得所述无溶剂型光固化玻璃

涂料。

5.一种如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无溶剂型光固化玻璃涂料的应用，其特征在于，用于在

玻璃基板上烫金字和图案，包括步骤：

将所述无溶剂型光固化玻璃涂料辊涂到玻璃基板上，在60-100℃下烘烤流平2-5min

后，通过UV光固化机进行第一次固化形成第一漆膜；

在所述第一漆膜表面进行真空电镀镀铝，镀  好后继续辊涂所述无溶剂型光固化玻璃

涂料，在60-100℃下烘烤流平2-5min后，通过UV光固化机进行第二次固化形成第二漆膜；

将烫金转印水贴纸贴在所述第二漆膜表面，在150-200℃下烘烤25-40min后撕掉所述

烫金转印水贴纸，使烫金字和图案就留在第二漆膜上。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无溶剂型光固化玻璃涂料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次固化

和第二次固化的固化能量均为1200-1500mj/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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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溶剂型光固化玻璃涂料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涂料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无溶剂型光固化玻璃涂料及其制备方法与应

用。

背景技术

[0002] 玻璃相对于其它的基材来说，其结构有着很大的不同。玻璃本身是一种无规则结

构的非晶态固体，从微观上看也是一种液体，其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是一种亚稳态固体材

料，由于其特殊性，一般的涂料很难在其表面产生附着力，传统涂料通过添加偶联剂再高温

烘烤的方式基本能解决其难附着的问题。

[0003] 虽然添加偶联剂对解决热固化涂料的附着力有很大的帮助，但在UV光固化涂料中

非常的不稳定，添加进去几分钟甚至几十秒钟就会产生聚合反应，难以在生产过程中实施，

即使实施稳定性也很难控制。

[0004] 因此，现有技术还有待于改进和发展。

发明内容

[0005] 鉴于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无溶剂型光固化玻璃涂料

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旨在解决现有UV光固化涂料涂覆在玻璃基板上附着力较差的问题。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无溶剂型光固化玻璃涂料，其中，按重量百分比计包括：40-50%的硅烷偶联剂

接枝的三官聚酯丙烯酸酯，20-25%的三官聚氨酯丙烯酸酯，5-10%的二官聚氨酯丙烯酸酯，

8-15%的甲基丙烯酸羟乙酯，8-15%的季戊四醇三丙烯酸酯，4-6%的光引发剂以及0.02-

0.05%的流平剂2100。

[0008] 所述的无溶剂型光固化玻璃涂料，其中，还包括0.5-1.5%的磷酸酯。

[0009] 所述的无溶剂型光固化玻璃涂料，其中，所述光引发剂为光引发剂184、光引发剂

BDK和光引发剂TPO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0] 一种无溶剂型光固化玻璃涂料的制备方法，其中，包括步骤：

[0011] 将甲基丙烯酸羟乙酯加入分散缸开启搅拌，然后加入所述光引发剂搅拌至完全溶

解，接着加入硅烷偶联剂接枝的三官聚酯丙烯酸酯、三官聚氨酯丙烯酸酯以及二官聚氨酯

丙烯酸酯，最后加入流平剂2100搅拌均匀后用200目网过滤出料，制得所述无溶剂型光固化

玻璃涂料。

[0012] 一种无溶剂型光固化玻璃涂料的应用，其中，用于在玻璃基板上烫金字和图案，包

括步骤：

[0013] 将所述无溶剂型光固化玻璃涂料辊涂到玻璃基板上，在60-100℃下烘烤流平2-

5min后，通过UV光固化机进行第一次固化形成第一漆膜；

[0014] 在所述第一漆膜表面进行真空电镀镀铝，度好后继续辊涂所述无溶剂型光固化玻

璃涂料，在60-100℃下烘烤流平2-5min后，通过UV光固化机进行第二次固化形成第二漆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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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将烫金转印水贴纸贴在所述第二漆膜表面，在150-200℃下烘烤25-40min后撕掉

所述烫金转印水贴纸，使烫金字和图案就留在第二漆膜上。

[0016] 所述无溶剂型光固化玻璃涂料的应用，其中，所述第一次固化和第二次固化的固

化能量均为1200-1500mj/cm2。

[0017] 有益效果：本发明提供的无溶剂型光固化玻璃涂料其按重量百分比计包括：40-

50%的硅烷偶联剂接枝的三官聚酯丙烯酸酯，20-25%的三官聚氨酯丙烯酸酯，5-10%的二官

聚氨酯丙烯酸酯，8-15%的甲基丙烯酸羟乙酯，8-15%的季戊四醇三丙烯酸酯，4-6%的光引发

剂以及0.02-0.05%的流平剂2100。由于三官聚酯丙烯酸酯上接枝的硅烷偶联剂能够与玻璃

表面的硅醇基团或其它无机填料表面的分子作用形成共价键，即所述硅烷偶联剂能够起着

在无机相与有机相之间相互连接的桥梁似的作用，从而有效提高涂料在玻璃表面的附着

力。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一种无溶剂型光固化玻璃涂料的应用较佳实施例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无溶剂型光固化玻璃涂料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为使本发明的

目的、技术方案及效果更加清楚、明确，以下对本发明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

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0] 传统溶剂型涂料在玻璃上做电镀和热转印烫金效果时只能以喷涂的方式进行，喷

涂涂料后在80-120℃的高温环境中烘烤1-3小时，然后进行下一步的电镀和热转印，所述溶

剂型涂料在生产施工过程中存在以下缺陷：

[0021] 1）、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排放过高、造成大气和环境的污染、不符合国家环保

要求；2）、能源的浪费，由于烘烤的时间过长，需要长时间的加热和恒温设备，涂料中的有效

成分低，溶剂经过烘烤全部挥发于空气当中，并且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施工性能，有效成分

降低到二十几到三十几，造成大量的电力浪费和溶剂的浪费，溶剂的使用还会给施工人员

带来身体上的伤害。

[0022] 基于此，本发明提供一种无溶剂型光固化玻璃涂料，其中，按重量百分比计包括：

40-50%的硅烷偶联剂接枝的三官聚酯丙烯酸酯，20-25%的三官聚氨酯丙烯酸酯，5-10%的二

官聚氨酯丙烯酸酯，8-15%的甲基丙烯酸羟乙酯，8-15%的季戊四醇三丙烯酸酯，4-6%的光引

发剂以及0.02-0.05%的流平剂2100。

[0023] 本实施例的涂料是一种无溶剂无VOC排放的环保型涂料，该涂料的有效成分为百

分之百，且所述涂料不用高温烘烤，降低厂家生产过程中的能耗，节约了大量的生产成本；

所述涂料UV的固化时间为1-5秒，而传统的涂料固化需时间比较长，在节约能源的同时大大

的提高了生产效率。

[0024] 进一步地，由于玻璃本身是一种无规则结构的非晶态固体，从微观上看也是一种

液体，其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是一种亚稳态固体材料，由于其特殊性，传统的光固化涂料

难在其表面产生附着力。而本实施例中的无溶剂型光固化玻璃涂料通过采用硅烷偶联剂接

枝的三官聚酯丙烯酸酯能够有效解决光固化涂料在玻璃表面附着力差的问题。具体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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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硅烷偶联剂含有两种不同的化学官能团，所述硅烷偶联剂一端接枝到所述三官聚酯丙

烯酸酯上形成共价键，另一端则能够与玻璃表面的硅醇基团或其它无机填料表面的分子作

用形成另一共价键；也就是说，所述硅烷偶联剂能够起着在无机相与有机相之间相互连接

的桥梁作用，从而有效提高本实施例涂料在玻璃表面的附着力。

[0025]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硅烷偶联剂接枝的三官聚酯丙烯酸酯不仅在玻璃上具有非常

强的附着力，并且耐热性能较佳。

[0026]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三官聚氨酯丙烯酸酯粘度非常小，反应活性高，在玻璃上的附

着力也非常的好。

[0027]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无溶剂型光固化玻璃涂料，按重量百分比计包括：

45%的硅烷偶联剂接枝的三官聚酯丙烯酸酯，23%的三官聚氨酯丙烯酸酯，8%的二官聚氨酯

丙烯酸酯，10%的甲基丙烯酸羟乙酯，10%的季戊四醇三丙烯酸酯，3.95%的光引发剂以及

0.05%的流平剂2100。

[0028]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光引发剂为光引发剂184、光引发剂BDK和光引发

剂TPO中的一种或多种，但不限于此。

[0029]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无溶剂型光固化玻璃涂料既可作为底漆也可作为

面漆。优选地，在作为面漆时，所述无溶剂型光固化玻璃涂料还包括0.5-1.5%的磷酸酯，所

述磷酸酯可用于增强对电镀涂层的附着。

[0030] 进一步地，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无溶剂型光固化玻璃涂料的制备方法，其中，包括步

骤：将甲基丙烯酸羟乙酯加入分散缸开启搅拌，然后加入所述光引发剂搅拌至完全溶解，接

着加入硅烷偶联剂接枝的三官聚酯丙烯酸酯、三官聚氨酯丙烯酸酯以及二官聚氨酯丙烯酸

酯，最后加入流平剂2100搅拌均匀后用200目网过滤出料，制得所述无溶剂型光固化玻璃涂

料。

[0031] 在一种具体的实施方式中，先将甲基丙烯酸羟乙酯（HEMA）加入分散缸开启搅拌，

接着依次加入光引发剂184，光引发剂BDK,  光引发剂TPO高速分散至完全溶解，然后加入硅

烷偶联剂接枝的三官聚酯丙烯酸酯、三官聚氨酯丙烯酸酯以及二官聚氨酯丙烯酸酯搅拌均

匀，最后加入流平剂2100搅拌5分钟，用200目网过滤出料，制得所述无溶剂型光固化玻璃涂

料。

[0032] 进一步地，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无溶剂型光固化玻璃涂料的应用，其中，用于在玻璃

基板上烫金字和图案，如图1所示，包括步骤：

[0033] S100、将所述无溶剂型光固化玻璃涂料辊涂到玻璃基板上，在60-100℃下烘烤流

平2-5min后，通过UV光固化机进行第一次固化形成第一漆膜；

[0034] S200、在所述第一漆膜表面进行真空电镀镀铝，度好后继续辊涂所述无溶剂型光

固化玻璃涂料，在60-100℃下烘烤流平2-5min后，通过UV光固化机进行第二次固化形成第

二漆膜；

[0035] S300、将烫金转印水贴纸贴在所述第二漆膜表面，在150-200℃下烘烤25-40min后

撕掉所述烫金转印水贴纸，使烫金字和图案就留在第二漆膜上。

[0036]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将第一涂料通过辊涂机辊涂到玻璃上，膜厚为12-

18ml，80℃下烘烤流平3分钟，过UV光固化机，固化机为二支3.6千瓦灯管，固化能量为1200-

1500  mj/cm2, 固化后进行真空电镀镀铝，镀好后辊涂或加温喷涂第二涂料，80℃下烘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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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3分钟，过UV光固化机，固化机为二支3.6千瓦灯管，固化能量为1200-1500mj/cm2,固化后

将烫金转印水贴纸贴在表面，180度烘烤30分钟，撕掉薄膜，烫金字和图案就留在漆膜上，完

成成品的加工。

[0037]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涂料和第二涂料的配方成分基本一样，均包括45%的硅烷

偶联剂接枝的三官聚酯丙烯酸酯，23%的三官聚氨酯丙烯酸酯，8%的二官聚氨酯丙烯酸酯，

10%的甲基丙烯酸羟乙酯，10%的季戊四醇三丙烯酸酯，4%的光引发剂，所述光引发剂包括光

引发剂184、光引发剂BDK、光引发剂TPO和光流平剂2100；本实施例中第一涂料和第二涂料

配方基本一致是为了烫金字能够烫上去，用其他普通真空电镀面漆会烫不上去。不同的是

所述第二涂料中加了0.5-1.5%的磷酸酯，所述磷酸酯可用于增强对电镀涂层的附着。

[0038] 进一步地，对本实施例中固化在玻璃基板上的涂料进行性能测试，结果如下：所述

涂料在玻璃基板上的附着力为5B，所述涂料的硬度为1-2H，所述涂料在水中浸泡7天无起泡

无脱落，附着力为5B；所述涂料在180℃环境中1小时无起泡，冷却后附着力为5B；所述涂料

在100℃下水煮1h后附着力仍为5B；

[0039] 更进一步地，经检测，所述烫金字在180烘烤1小时后无起泡、开裂、漆膜无针孔、干

煸等现象，水煮100℃1小时漆膜附着等其他性能均无改变，符合客户要求。

[0040]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的无溶剂型光固化玻璃涂料其按重量百分比计包括：40-

50%的硅烷偶联剂接枝的三官聚酯丙烯酸酯，20-25%的三官聚氨酯丙烯酸酯，5-10%的二官

聚氨酯丙烯酸酯，8-15%的甲基丙烯酸羟乙酯，8-15%的季戊四醇三丙烯酸酯，4-6%的光引发

剂以及0.02-0.05%的流平剂2100。由于三官聚酯丙烯酸酯上接枝的硅烷偶联剂能够与玻璃

表面的硅醇基团或其它无机填料表面的分子作用形成共价键，即所述硅烷偶联剂能够起着

在无机相与有机相之间相互连接的桥梁作用，从而有效提高涂料在玻璃表面的附着力。

[0041] 应当理解的是，本发明的应用不限于上述的举例，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可

以根据上述说明加以改进或变换，所有这些改进和变换都应属于本发明所附权利要求的保

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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