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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耐羊毛毡双组份水性涂

料及其制备方法。原料包括A组份：丙烯酸树脂I、

丙烯酸树脂II、聚氨酯树脂、基材润湿剂、消泡

剂、分散剂、消光剂、成膜助剂、流平剂、耐磨助

剂、去离子水、水性无树脂色浆与增稠剂；B组份：

脂肪族异氰酸酯。制备方法：将丙烯酸树脂I、丙

烯酸树脂II和聚氨酯树脂分散均匀，再将基材润

湿剂、消泡剂、分散剂、成膜助剂、去离子水加入

其中并分散均匀，加入消光剂分散至细度合格，

之后加入流平剂、去离子水、耐磨助剂、增稠剂、

色浆，分散均匀；出料得到A组份，并与B组份脂肪

族异氰酸酯混合均匀，得所述耐羊毛毡双组份水

性涂料。本发明制备方法简单，所述涂料具有优

异的耐磨性、耐化学品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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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耐羊毛毡双组份水性涂料，其特征在于，该涂料包括A组份和B组份，以质量百分

数计，所述A组份原料包括如下组份：

所述B组份为脂肪族异氰酸酯，采用拜耳公司水性固化剂XP265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耐羊毛毡双组份水性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丙烯酸树脂I、

II及聚氨酯树脂均为水性分散体类型；优选的，丙烯酸树脂I采用科思创公司的A  145，丙烯

酸树脂II采用同德化工的WA  5205，聚氨酯树脂采用欧宝迪公司的U990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耐羊毛毡双组份水性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基材润湿剂为

有机硅类润湿剂；优选的，基材润湿剂为毕克公司的BYK346。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耐羊毛毡双组份水性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消泡剂为有机

硅类消泡剂；优选的，消泡剂为毕克公司的BYK019或BYK024中的至少一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耐羊毛毡双组份水性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散剂为毕克公

司的BYK190；所述消光剂为GRACE公司的ED3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耐羊毛毡双组份水性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成膜助剂为醇醚

类溶剂；优选的，成膜助剂采为陶氏的DPM、DPnB、DMM或DB中的至少一种。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耐羊毛毡双组份水性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流平剂为毕克公

司的BYK380N或BYK381中的至少一种。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耐羊毛毡双组份水性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耐磨助剂为巴

斯夫公司水性蜡乳液WE1或三井化学W410中的至少一种；所述的聚氨酯增稠剂为海名斯公

司的Rheolate  299。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耐羊毛毡双组份水性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A组份与B组份组

成按重量配比为5～7：1。

10.一种如权利要求1-9中任一项所述的耐羊毛毡双组份水性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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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所述制备方法具体为：

S1:A组份的制备：将丙烯酸树脂I、丙烯酸树脂II和聚氨酯树脂搅拌混合得到树脂混合

物，再将基材润湿剂、消泡剂、分散剂、成膜助剂、去离子水加入其中并分散均匀，边搅拌边

加入消光剂分散至细度合格，搅拌状态下加入流平剂、去离子水、耐磨助剂、增稠剂、色浆，

分散均匀；出料，A组份完成；

S2:选取脂肪族异氰酸酯；并将S1中制备得到的的A组份和组份B按重量配比5～7：1混

合均匀，即得所述耐羊毛毡双组份水性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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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耐羊毛毡双组份水性涂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性涂料领域，尤其一种耐羊毛毡双组份水性涂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手机、电脑、家电、智能家居等市场上，较多的生产商使用的是传统的溶剂

型涂料，包括巨头Apple、Microsoft；但传统的溶剂型涂料存在高污染、易燃易爆、危害人体

健康等缺陷，越来越不受政府及人民群众的接受。

[0003] 近年来新兴的双组份水性聚氨酯涂料是一种高性能、环境友好的新型涂料产

品。水性聚氨酯涂料，主要稀释剂为去离子水，不含有机溶剂，对人体及环境无害、不燃、节

能环保，涂料的基本性能接近油性产品甚至超越。双组份水性聚氨酯涂料在塑胶及其他领

域都获得了一定的应用，但因高性能产品的价格相对较高，因此在消费电子3C等塑胶领域

的应用受到一定的限制。

[0004] 哑光涂料的消哑方式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固化剂的不相容消光；另一种

是通过外加消光剂消光。本发明中的双组份水性聚氨酯涂料，主要采用的是消光剂方

式消光。

[0005] 在现有市场产品的基础上，开发一种高性能低成本的高耐磨双组份水性聚氨酯涂

料，此种涂料具有高耐磨、高耐化学品、遮力好、颜色可调、耐候好、成本低的特点，可满足3C

电子产品领域塑胶件的要求，将具有极大的市场价值。

发明内容

[0006] 本申请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耐羊毛毡双组份水性涂料及其制

备方法。本发明制备方法简单，制备得到的涂料具有优异的耐磨性，耐化学品性等。

[000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8] 一种耐羊毛毡双组份水性涂料，该涂料包括A组份和B组份，以质量百分数计，所述

A组份原料包括如下组份：

[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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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0011] 所述B组份为脂肪族异氰酸酯，采用拜耳公司水性固化剂XP2655。

[0012] 所述的丙烯酸树脂I、II及聚氨酯树脂均为水性分散体类型；优选的，丙烯酸树脂I

采用科思创公司的A  145，丙烯酸树脂II采用同德化工的WA  5205，聚氨酯树脂采用欧宝迪

公司的U9900。

[0013] 所述的基材润湿剂为有机硅类润湿剂；优选的，基材润湿剂为毕克公司的BYK346。

[0014] 所述的消泡剂为有机硅类消泡剂；优选的，消泡剂为毕克公司的BYK019或BYK024

中的至少一种。

[0015] 所述分散剂为毕克公司的BYK190；所述消光剂为GRACE公司的ED30。

[0016] 所述成膜助剂为醇醚类溶剂；优选的，成膜助剂采为陶氏的DPM、DPnB、DMM或DB中

的至少一种。

[0017] 所述流平剂为毕克公司的BYK380N或BYK381中的至少一种。

[0018] 所述的耐磨助剂为巴斯夫公司水性蜡乳液WE1或三井化学W410中的至少一种；所

述的聚氨酯增稠剂为海名斯公司的Rheolate  299；

[0019] 所述A组份与B组份组成按重量配比为5～7：1。

[0020] 所述的耐羊毛毡双组份水性涂料的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具体为：

[0021] S1:A组份的制备：将丙烯酸树脂I、丙烯酸树脂II和聚氨酯树脂搅拌混合得到树脂

混合物，再将基材润湿剂、消泡剂、分散剂、成膜助剂、去离子水加入其中并分散均匀，边搅

拌边加入消光剂分散至细度合格，搅拌状态下加入流平剂、去离子水、耐磨助剂、增稠剂、色

浆，分散均匀；出料，A组份完成；

[0022] S2:选取脂肪族异氰酸酯；并将S1中制备得到的的A组份和组份B按重量配比5～7：

1混合均匀，即得所述耐羊毛毡双组份水性涂料。

[0023] 本发明有益的技术效果在于：

[0024] 本发明在3C电子塑胶素材上有优异的附着力，能通过85℃/1h水煮测试；遮盖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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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能力强，颜色可调，高耐化学品性，高耐磨性，耐羊毛毡测试可满足10000次。

[0025] 1)本发明涂料为三款树脂组合，一种树脂提供优异的耐化学品性能，高交联密度

高耐磨性；一种树脂提供优异的附着力，保证涂料在塑胶基材上优异附着力；一种树脂提供

高干燥速度，消光剂定向，漆膜外观，良好的附着力。所以本发明选择的树脂，综合考虑了干

燥性、耐磨性、耐化学品性等。

[0026] 2)消光有物理和化学消光两种，本发明采用前者，直接添加消光剂的方法，降低体

系光泽，简化施工方法，克服了消光不均的缺点，从而保证漆膜外观均一性。

[0027] 3)本发明中通过添加耐磨助剂，由于耐磨助剂的漂浮效应，同时与硅类助剂分布

在涂膜表面，因此在涂膜表面形成了致密的涂膜保护层，所以耐沸水性能，耐盐雾，耐化学品等

性能比较优越；但同时此保护层还具有低摩擦系数，借此可防止刮伤、擦伤并提供优异的耐磨性

能；通过控制添加量，可调节漆膜的光泽度、耐磨性能及产品的成本，从而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

[0028] 4)本发明中制得一种耐羊毛毡双组份水性涂料，具有优异的耐磨性，耐化学品性

等；同时，产品成本相对较低，低VOC，漆膜外观佳。因此，本发明可提供一种高性能兼具低成

本的双组份水性产品。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具体描述。

[0030] 实施例1

[0031] 双组份水性涂料由A、B组份组成。

[0032] A、B组份配方重量份组成如下：

[0033] A组份

[0034]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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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B组份

[0037] Bayhydur  XP2655  14.3

[0038] 涂料的制造方法为：双组份水性涂料由A组份、B组份配制而成。A组份的制备过程

如下：首先加入树脂，再将基材润湿剂、消泡剂、分散剂、成膜助剂、去离子水加入其中并分

散均匀，边搅拌边加入消光剂分散至细度合格，搅拌状态下加入流平剂、去离子水、耐磨助

剂、增稠剂、色浆，分散均匀；出料，A组份完成；B组份为拜耳公司水性固化剂Bayhydur 

XP2655。

[0039] 将A组份与B组份按重量比7:1搅拌混合均匀，通过去离子水调节至适合的喷涂粘

度，喷涂在工件上。80℃烘烤24h，测试漆膜性能。

[0040] 测试结果如表1示。

[0041] 实施例2

[0042] 双组份水性涂料由A、B组份组成。

[0043] A、B组份配方重量份组成如下：

[0044] A组份

[0045]

[0046]

[0047] B组份

[0048] Bayhydur  XP2655  20.0

[0049] 涂料制备方法：双组份水性涂料由A组份、B组份配制而成。A组份的制备过程如下：

首先加入树脂，再将基材润湿剂、消泡剂、分散剂、成膜助剂、去离子水加入其中并分散均

匀，边搅拌边加入消光剂分散至细度合格，搅拌状态下加入流平剂、去离子水、耐磨助剂、增

稠剂、色浆，分散均匀；出料，A组份完成；B组份为拜耳公司水性固化剂Bayhydur  XP2655。

[0050] 将A组份与B组份按重量比7:1搅拌混合均匀，通过去离子水调节至适合的喷涂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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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喷涂在工件上。80℃烘烤24h，测试漆膜性能。

[0051] 测试结果如表1示。

[0052] 对比例1

[0053] 双组份水性涂料由A、B组份组成(涂料厂家1)；A组份由水性丙烯酸或聚氨酯树脂、

表面助剂、色浆组成；B组份为异氰酸酯固化剂；

[0054] 将A组份与B组份按重量比10:1搅拌混合均匀，通过去离子水调节至适合的喷涂粘

度，喷涂在工件上。80℃烘烤24h，测试漆膜性能。

[0055] 测试结果如表1示。

[0056] 对比例2

[0057] 双组份水性涂料由A、B组份组成(涂料厂家2)；A组份由水性丙烯酸或聚氨酯树脂、

表面助剂、色浆组成；B组份为异氰酸酯固化剂。

[0058] 将A组份与B组份按重量比5:1搅拌混合均匀，通过去离子水调节至适合的喷涂粘

度，喷涂在工件上。80℃烘烤24h，测试漆膜性能。

[0059] 测试结果如表1示。

[0060] 按上述实施例1-2及对比例1-2中所制备的涂料喷涂在塑胶工件上，按客户标准进

行性能测试，结果如下表所示。

[0061] 表1：性能检测结果

[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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