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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易清洗丙烯酸面漆在冷

藏集装箱中的应用，所述易清洗丙烯酸面漆由40

～60份聚氨酯改性丙烯酸乳液、0.1～1份硅烷偶

联剂、0.1～1份气相二氧化硅、0.1～2份润湿剂、

0.2～3份消泡剂、0.1～1防霉剂等原料通过混

合、搅拌等步骤制得，制备工艺简单。本发明提供

的易清洗丙烯酸面漆，采用水性聚氨酯改性丙烯

酸乳液改进现有技术中常使用的丙烯酸树脂，克

服了丙烯酸树脂本身存在的冷脆热黏特性，同时

还提高了面漆的耐沾污性能；同时，制得的面漆

与常见的封闭底漆和中涂漆配合即可起到好的

作用效果，涂膜厚度薄，涂层体系耐酸、耐碱、耐

盐雾、耐玷污，色泽好、色差低等，在保证易清洗

特性的基础上，也满足其他相关使用性能指标，

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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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易清洗丙烯酸面漆在冷藏集装箱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以重量份计，所述易清

洗丙烯酸面漆由以下原料制备得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易清洗丙烯酸面漆在冷藏集装箱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

以重量份计，所述易清洗丙烯酸面漆由以下原料制备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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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易清洗丙烯酸面漆在冷藏集装箱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

所述易清洗丙烯酸面漆的制备包括如下步骤：

(1)向容器中加入去离子水，搅拌条件下按比例分别加入DMEA、气相二氧化硅、分散剂、

润湿剂、消泡剂、防霉剂，500～800r/min转速下继续搅拌5min，得混合物1；

(2)搅拌条件下，向混合物1中加入填料和钛白粉，然后在500～800r/min转速下搅拌

15min，接着研磨至细度不大于40μm，得混合物2；

(3)搅拌条件下，向混合物2中加入聚氨酯改性丙烯酸乳液、基材润湿剂、消泡剂、硅烷

偶联剂、醇酯‑12、DPNB、铁黄色浆，搅拌15min，得混合物3；

(4)向混合物3中加入聚氨酯增稠剂，调整物系的粘度和固体份，即得易清洗丙烯酸面

漆。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易清洗丙烯酸面漆在冷藏集装箱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

所述气相二氧化硅为R974。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易清洗丙烯酸面漆在冷藏集装箱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

所述铁白粉为四川龙蟒996。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一种易清洗丙烯酸面漆在冷藏集装箱中的应用，其特

征在于，所述聚氨酯改性丙烯酸乳液为烟台万华 4219。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易清洗丙烯酸面漆在冷藏集装箱中的应用，其

特征在于，所述应用包括如下步骤：

S1、对待处理的冷藏集装箱进行打磨和清洗；

S2、涂装封闭底漆；

S3、涂装中涂漆；

S4、涂装易清洗丙烯酸面漆；

S5、涂装完成后，放置7天以上，即完成喷涂。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易清洗丙烯酸面漆在冷藏集装箱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

封闭底漆、中涂漆和易清洗丙烯酸面漆的喷涂间隔不小于1h。

9.根据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易清洗丙烯酸面漆在冷藏集装箱中的应用，其

特征在于，底漆的涂装厚度为30～40μm，中涂漆的涂装厚度为40～50μm，易清洗丙烯酸面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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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涂装厚度为50～6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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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易清洗丙烯酸面漆在冷藏集装箱中的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性涂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易清洗丙烯酸面漆在冷藏集装箱中

的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集装箱(container)，是能装载包装或无包装货进行运输，并便于用机械设备进行

装卸搬运的一种成组工具。目前，集装箱在全球贸易和现代物流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能通过海上和陆上的任何一种运输方式。集装箱运输，通常会使得集装箱暴露于自然环境

中，经受苛刻的气候条件，如高温、高湿、风吹日晒等。因此，集装箱用油漆比船体和一般结

构钢用漆有更高性能要求，箱体对漆膜的时效则要求能3～5年。

[0003] 冷藏集装箱(Reefer  container)是指一种有良好隔热，且能维持一定低温要求，

适用于各类易腐食品的运送、贮存的特殊集装箱。相较于普通集装箱的使用，当对冷藏集装

箱进行运输时，普通的油漆涂层并不能有效的防止热量进入冷藏集装箱，使得集装箱的冷

藏效果下降，从而对冷藏的物品造成影响。

[0004] 在现有技术中，对于冷藏集装箱的涂膜多关注防腐、冷藏等性能(参见专利文献

CN111748259A、CN111548703A等)，对于冷藏集装箱外表面是否易于清洗并没有过多的关

注。而事实上，不管是冷藏集装箱在堆场存放还是运输过程中，都会经受风吹雨淋，外表面

极容易变脏，影响冷藏集装箱的二次销售，也影响美观。目前，冷藏集装箱中以丙烯酸乳液

作为主成膜物的涂膜已有诸多研究，但是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如易冷脆热黏，且容易被雨

水和空气中的污染物污染形成雨痕影响美观，造成客户抱怨较多。此外，目前在特箱中已有

应用的面漆以溶剂型丙烯酸面漆为主，其还存在着VOC含量高(通常大于500g/L)的不足。因

此，开发一款VOC含量低、易于清洗的冷藏集装箱面漆是市场所需。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易清洗丙烯酸面漆在冷

藏集装箱中的应用，通过合理选取原料成分和各物质含量，制得的丙烯酸面漆为水性漆，

VOC含量低；同时使用丙烯酸面漆后的冷藏集装箱易清洁。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易清洗丙烯酸面漆在冷藏集装箱中的应用，以重量份计，所述易清洗丙烯酸

面漆由以下原料制备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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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0009]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优选的技术方案，以重量份计，所述易清洗丙烯酸面漆由以下

原料制备得到：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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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0012] 优选的，所述易清洗丙烯酸面漆的制备包括如下步骤：

[0013] (1)向容器中加入去离子水，搅拌条件下按比例分别加入DMEA、气相二氧化硅、分

散剂、润湿剂、消泡剂、防霉剂，500～800r/min转速下继续搅拌5min，得混合物1；

[0014] (2)搅拌条件下，向混合物1中加入填料和钛白粉，然后在500～800r/min转速下搅

拌15min，接着研磨至细度不大于40μm，得混合物2；

[0015] (3)搅拌条件下，向混合物2中加入聚氨酯改性丙烯酸乳液、基材润湿剂、消泡剂、

硅烷偶联剂、醇酯‑12、DPNB、铁黄色浆，搅拌15min，得混合物3；

[0016] (4)向混合物3中加入聚氨酯增稠剂，调整物系的粘度和固体份，即得易清洗丙烯

酸面漆。

[0017]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中，所述气相二氧化硅为R974。

[0018]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中，所述铁白粉为四川龙蟒996。

[0019]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中，所述聚氨酯改性丙烯酸乳液为烟台万华Lacper

[0020]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中，所述应用包括如下步骤：

[0021] S1、对待处理的冷藏集装箱进行打磨和清洗；

[0022] S2、涂装封闭底漆；

[0023] S3、涂装中涂漆；

[0024] S4、涂装易清洗丙烯酸面漆；

[0025] S5、涂装完成后，放置7天以上，即完成喷涂。

[0026] 在本发明的进一步优选的实施方案中，封闭底漆、中涂漆和易清洗丙烯酸面漆的

喷涂间隔不小于1h。

[0027] 优选的，本发明中封闭底漆、中涂漆和易清洗丙烯酸面漆的厚度满足相关规定即

可，具体的厚度可以由实际需求确定。

[0028] 在本发明的进一步优选的实施方案中，底漆的涂装厚度为30～40μm，中涂漆的涂

装厚度为40～50μm，易清洗丙烯酸面漆的涂装厚度为50～60μm。

[002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30] (1)本发明针对冷藏集装箱长期外露易脏的特点，基于易清洗这一实际需求，首次

提出了一种冷藏集装箱适用且易清洗的丙烯酸面漆；所述面漆为水性漆，VOC含量低，色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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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0031] (2)本发明提供的易清洗丙烯酸面漆，采用水性聚氨酯改性丙烯酸乳液改进现有

技术中常使用的丙烯酸树脂，克服了丙烯酸树脂本身存在的冷脆热黏特性，同时还提高了

面漆的耐沾污性能。

[0032] (3)本发明提供的易清洗丙烯酸面漆，组分简单，使用到的原料来源广泛、易于获

取，通过成分的合理搭配和用量的科学控制，使得易清洗丙烯酸面漆光泽好、干燥时间短、

外观佳、色差小、抗划性能好，符合实际使用需求。其中，硅烷偶联剂的少量使用，既提高了

涂膜的易清洁性能，还使得污染物不易附着，多维入手，保持冷藏集装箱的清洁度。

[0033] (4)本发明提供的易清洗丙烯酸面漆在冷藏集装箱中的应用，与常见的封闭底漆

和中涂漆配合即可起到好的作用效果，应用方法简单，涂膜厚度薄，涂层体系耐酸、耐碱、耐

盐雾、耐玷污，色泽好、色差低等，在保证易清洗特性的基础上，也满足其他相关使用性能指

标，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为了使本发明的发明目的、技术方案和发明优势更加清楚阐述，以下将结合实施

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讲解。

[0035] 需要说明的是，如无特殊说明，本发明所使用的原料均外部采购。其中，气相二氧

化硅为EVONIK的R974，钛白粉为四川龙蟒的996，填料购买自江西广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聚氨酯改性丙烯酸乳液购买自万华化学，DPNB购买自陶氏化学，醇酯‑12购买自南通市晗泰

化工有限公司，聚氨酯增稠剂购买自万华化学，所述聚氨酯改性丙烯酸乳液为烟台万华

Lacper

[0036] 实施例1

[0037] 一种易清洗丙烯酸面漆，由以下原料制备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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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0039] 本实施例中，所述易清洗丙烯酸面漆的制备方法如下：

[0040] (1)向容器中加入去离子水，搅拌条件下按比例分别加入DMEA、气相二氧化硅、分

散剂、润湿剂、消泡剂(0.2g，其中有机硅消泡剂0.1g)、防霉剂，550r/min转速下继续搅拌

5min，得混合物1；

[0041] (2)搅拌条件下，向混合物1中加入填料和钛白粉，然后在600r/min转速下搅拌

15min，接着研磨至细度不大于40μm，得混合物2；

[0042] (3)搅拌条件下，向混合物2中加入聚氨酯改性丙烯酸乳液、基材润湿剂、0.1g消泡

剂、硅烷偶联剂、醇酯‑12、DPNB、铁黄色浆，搅拌15min，得混合物3；

[0043] (4)向混合物3中加入聚氨酯增稠剂，调整物系的粘度和固体份，即得易清洗丙烯

酸面漆。

[0044] 本实施例中，将上述制备得到易清洗丙烯酸面漆用于冷藏集装箱涂膜中，包括如

下步骤：

[0045] S1、对待处理的冷藏集装箱进行打磨和清洗；

[0046] S2、涂装封闭底漆，厚度30μm；

[0047] S3、间隔1.5h后，涂装中涂漆，厚度40μm；

[0048] S4、间隔1.5h后，涂装易清洗丙烯酸面漆，厚度50μm；

[0049] S5、涂装完成后，放置7天以上，即完成喷涂。

说　明　书 5/11 页

9

CN 113416454 A

9



[0050] 实施例2～4

[0051] 实施例2～4中，易清洗丙烯酸面漆由以下原料制备得到：

[0052] 表1实施例2～4的制备原料(单位：g)

[0053] 原料 实施例2 实施例3 实施例4

去离子水 3 4 5

DMEA 0.2 0.2 0.3

气相二氧化硅 0.6 0.7 0.8

分散剂 1.3 1.5 1.6

润湿剂 0.4 0.6 0.8

消泡剂 0.5 0.7 0.9

防霉剂 0.3 0.4 0.5

填料 4 5 6

铁白粉 16 17 18

聚氨酯改性丙烯酸乳液 45 50 55

基材润湿剂 0.2 0.3 0.4

硅烷偶联剂 0.2 0.3 0.4

醇酯‑12 1.8 2 2.4

DPNB 1.4 1.6 1.8

铁黄色浆 0.2 0.3 0.4

聚氨酯增稠剂 0.2 0.3 0.3

[0054] 实施例2～4中易清洗丙烯酸面漆的制备方法，除用量有所不同外，其余均相同。

[0055] 特别低，在制备过程中，实施例2～4中步骤(1)消泡剂的用量分别为0.2g、0.4g、

0.6g，其中有机硅消泡剂的用量均为0.1g，其余制备步骤均相同。

[0056] 实施例2～4中，将制得的易清洗丙烯酸面漆用于冷藏集装箱涂膜中的处理步骤同

实施例1。

[0057] 对比例1

[0058] 对比例1中，将聚氨酯改性丙烯酸乳液替换为丙烯酸乳液，其余原料及制备方法和

应用步骤均同实施例2。

[0059] 对比例2

[0060] 对比例2中，不使用硅烷偶联剂，其余原料及制备方法和应用步骤均同实施例2。

[0061] 对实施例2、实施例3以及对比例1、对比例3制备得到的易清洗丙烯酸面漆进行性

能测试，结果见表2所示。

[0062] 其中，制板方法如下：按GB/T  1727的规定，试板用砂纸(600目)打磨，经清洁处理

后进行涂装，漆膜干膜厚度为(50‑60)μm。丙烯酸面漆喷涂完成后的涂膜试板先放置(20)

min，然后在(70±2)℃条件下烘干40min，取出放置7d后进行涂膜性能测试。

[0063] 表2实施例及对比例中面漆的产品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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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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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0066] 从表2中可以看到，实施例2和实施例3制备得到的面漆的性能在各方面均较对比

例1、对比例2更优。

[0067] 接着，对喷涂有实施例2、实施例3以及对比例1、对比例3制备得到的易清洗丙烯酸

面漆的冷藏集装箱涂层体系(涂层实施方法同实施例中应用方法)进行性能测试，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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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示。

[0068] 表3涂层体系测试结果

[0069]

说　明　书 9/11 页

13

CN 113416454 A

13



[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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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0072] 从表3中可见，含有实施例制得的面漆的涂层体系的性能优于含有对比例1、对比

例2制得的面漆的涂层体系，含有对比例1所述面漆的涂层体系耐热、耐湿热性能差；特别

地，测试结果显示，本申请制得的面漆的耐玷污性等级为0级，无污染，无可察觉的色差，耐

玷污性强；而对比例1中的面漆的耐玷污性等级为3级，污染程度中等，有很明显的色差，对

比例2中的面漆的耐玷污性等级为2级，污染程度轻微，有较明显的色差。同时，在实际应用

测试中，喷涂有本申请的涂层体系的冷藏集装箱经过数个月放置后，其表面污染物明显少，

且通过简单的处理即可光亮如新。

[0073] 上述实施例只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项技术的人

士能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据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根据本发明

精神实质所作的等效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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