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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注塑件表面的仿电镀亮银涂料及

其使用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注塑件表面的仿电

镀亮银涂料，包括主涂料和表面涂料，所述主涂

料包含以下重量份的组分：固含量50%的丙烯酸

树脂，35-45份，固含量30-35%的醋酸丁酸纤维

素，10-15份，2690无卤素仿电镀银树脂，15-20

份，含羟基的三元氯蜡树脂，8-15份，混合溶剂，

30-35份，聚酰胺蜡，3-5份，醛酮缩聚树脂，5-8

份，平均粒径≤15μm的二氧化硅包覆铝银浆，

11-18份，助剂，5-15份；所述混合溶剂包括石脑

油、甲苯、正丁醇、乙酸丁酯、乙二醇单丁醚，所述

助剂包括流平剂、分散剂、固化剂。本发明配方精

细、使用简单、成本低廉，喷涂后的注塑件具有优

异的仿电镀亮银金属质感，反射亮度高，附着力

强，耐磨、耐冲击性好，具有较好的耐候性和较长

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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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注塑件表面的仿电镀亮银涂料，其特征在于，包括主涂料和表面涂料，所述

主涂料包含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固含量50%的丙烯酸树脂                    35-45份

固含量30-35%的醋酸丁酸纤维素             10-15份

2690无卤素仿电镀银树脂                   15-20份

含羟基的三元氯蜡树脂                     8-15份

混合溶剂                                 30-35份

聚酰胺蜡                                 3-5份

醛酮缩聚树脂                             5-8份

平均粒径≤15μm的二氧化硅包覆铝银浆       11-18份

助剂                                     5-15份；

所述混合溶剂包括石脑油、甲苯、正丁醇、乙酸丁酯、乙二醇单丁醚，且其物质的量比例

为，石脑油：甲苯：正丁醇：乙酸丁酯：乙二醇单丁醚=（3~4）：（2~3）：（2~3）：（2~3）：1；

所述助剂包括流平剂、分散剂、固化剂；

所述表面涂料包含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水性丙烯酸树脂                           45-50份

硅酸乙酯                                 5-10份

纳米二氧化硅溶胶                         1-2份

水性氟碳树脂                             15-20份

分散剂                                   3-5份

消泡剂                                   2-3份

脂肪族聚异氰酸酯固化剂                   3-5份

去离子水                                 35-40份。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注塑件表面的仿电镀亮银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平均

粒径≤15μm的二氧化硅包覆铝银浆中，铝粉的含量在70~75%，包覆剂二氧化硅的前驱体为

纳米二氧化硅和纳米硅藻土的共混物。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注塑件表面的仿电镀亮银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流平

剂为聚醚改性聚二甲基硅氧烷，所述分散剂是树枝状聚合物分散剂，所述固化剂为异氰酸

酯和环氧树脂混合物。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注塑件表面的仿电镀亮银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表面

涂料中脂肪族聚异氰酸酯固化剂为六亚甲基二异氰酸酯三聚体。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注塑件表面的仿电镀亮银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含

量50%的丙烯酸树脂中丙烯酸树脂的玻璃化温度在85~95℃，其溶剂为乙酸丁酯、丁酮和乙

二醇单丁醚，且其比例为2:1:1。

6.如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一种用于注塑件表面的仿电镀亮银涂料的使用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配制：在容器1中，将主涂料中的成分，固含量50%的丙烯酸树脂、固含量30-35%的

醋酸丁酸纤维素、2690无卤素仿电镀银树脂、含羟基的三元氯蜡树脂、聚酰胺蜡、醛酮缩聚

树脂按照重量配比混合，加入25-30份混合溶剂，加入搅拌机调速至1300-1500r/min高速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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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8-12min，得到混合物A；

（2）、检验：将混合物A放在检验机构中进行黏度和固含量的检验，黏度标准值不小于

60s，固含量标准值不小于50%，如两项均达标，进入步骤（3），如两项中任一项不达标，则在

满足重量配比的前提下加主涂料中的组分，黏度或固含量低，加树脂、蜡或者纤维素成分，

黏度或固含量高，加混合溶剂；

（3）、配制与混合：在容器2中，将主涂料中平均粒径≤15μm的二氧化硅包覆铝银浆、5份

混合溶剂和助剂中的流平剂、分散剂、固化剂按照重量配比混匀，低速搅拌12-20min，得到

混合物B；同时将经过步骤（2）检验的混合物A加入搅拌机调速至400-600r/min搅拌18-

25min，搅拌至第5min时开始缓慢加入混合物B，加入的时间控制在5-8min，继续搅拌至搅拌

结束得到混合物C；

（4）、喷涂作业：将被喷涂注塑件表面进行清洁、干燥处理，去除边沿毛刺，将其表面用

加热装置加热至35-50℃，喷涂混合物C，喷涂后在60-80℃下预热5-10min，静置，如此反复2

~3次；

（5）、表面处理：在容器3中，将表面涂料的所有组分按照重量配比混合，在搅拌机中以

800-1000r/min搅拌5-8min，得到混合物D备用；在混合物C的最后一次喷涂作业进行完毕

后，将混合物D喷涂于已形成的混合物C涂层上，自然干燥。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注塑件表面的仿电镀亮银涂料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4）喷涂作业中，除最后一次喷涂作业外，其余每次喷涂作业中静置时间均为15-

30min，而最后一次喷涂作业中静置至少6h后，再在步骤（5）中喷涂混合物D。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注塑件表面的仿电镀亮银涂料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2）中，被检验混合物A黏度偏离黏度标准值15%以内，且固含量偏离黏度标准值15%

以内，重新调配后，返回步骤（2），被检验混合物A黏度偏离黏度标准值15%以上，或固含量偏

离黏度标准值15%以上，返回步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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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注塑件表面的仿电镀亮银涂料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涂料，尤其是一种用于注塑件表面的仿电镀亮银涂料。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为了延长塑料外壳、塑料基座等塑料制品的使用寿命、增强使用效果，大部

分要进行表面处理，如电镀，或涂敷，就电镀而言，电镀件表面光滑，耐腐蚀，是表面处理的

一种常用方法。传统的电镀工艺虽然比较成熟，但有许多弊端：工序复杂、成本高，加工时间

长，对于在流水线上进行加工件来说，由于其某个零部件的长时间加工，延长了整个加工周

期；另外，进行酸洗时，容易产生过度腐蚀；且酸洗液的腐蚀性大，金属镍铬毒性大，对空气、

水污染相当严重，电镀产品的废水排放量大，容易对环境造成污染。追求环保、绿色的加工

工艺是目前工业上的大势所趋，代替传统的电镀的仿电镀涂料制备工艺具有重大的社会和

经济意义。

[0003] 仿电镀亮银效果的涂料及其喷涂技术，既能获得较好的外观装饰效果，又能减少

施工过程中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尤其适用于家电、电脑显示器表面喷涂，使得这些塑料件表

面的电镀亮银效果强，金属感佳，附着力好，耐候性和寿命长，并具有优良的耐磨性和耐冲

击性。因此仿电镀亮银效果的涂料及其喷涂技术具有很大的市场前景和应用前景，成本大

大低于电镀方法，生产出的产品，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为了使注塑件表面具有较强的金属感和亮度，具备优良的附着力、耐磨

性和耐冲击性，并且使用寿命长，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注塑件表面的仿电镀亮银涂料及其

使用方法，以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

[0005] 发明内容：一种用于注塑件表面的仿电镀亮银涂料，包括主涂料和表面涂料，所述

主涂料包含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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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0007] 所述混合溶剂包括石脑油、甲苯、正丁醇、乙酸丁酯、乙二醇单丁醚，且其物质的量

比例为，石脑油：甲苯：正丁醇：乙酸丁酯：乙二醇单丁醚＝(3～4)：(2～3)：(2～3)：(2～3)：

1；

[0008] 所述助剂包括流平剂、分散剂、固化剂。

[0009] 作为优选，所述表面涂料包含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0010]

[0011]

[0012] 这种表面涂料的配方采用水溶性设计，具有无色透明、低毒、人体皮肤的亲近性好

等特点，而纳米成分和氟碳树脂成分加强了其附着力、耐候性和机械性能。

[0013] 作为优选，所述平均粒径≤15μm的二氧化硅包覆铝银浆中，铝粉的含量在70～

75％，包覆剂二氧化硅的前驱体为纳米二氧化硅和纳米硅藻土的共混物。纳米材料相对普

通粉末材料具有优势，分散性更好，包覆更细密，溶剂相容性、胶体稳定性和表面性能更优

异，铝银浆是本发明主涂料中的核心成分之一，其优化影响到整个涂料的性能，二氧化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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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可以使铝银浆在进行喷涂后绝缘性好，涂膜光亮丰满，机械性能好，耐候性强等优异特

性。

[0014] 作为优选，所述流平剂为聚醚改性聚二甲基硅氧烷，所述分散剂是树枝状聚合物

分散剂，所述固化剂为异氰酸酯和环氧树脂混合物。聚醚改性聚二甲基硅氧烷结构中带有

较多聚醚的亲水基团，硅氧分子主链具有很好的亲油性，非常适合本发明主涂料组分既亲

水又亲油特性，极大改善了主涂料的滴挂特性，树枝状聚合物分散剂是为了在分散各组分

时又令各组分具有交联性，而异氰酸酯和环氧树脂混合物较适合作为丙烯酸树脂占比较多

场合的固化剂。

[0015] 进一步地，所述表面涂料中脂肪族聚异氰酸酯固化剂为六亚甲基二异氰酸酯三聚

体。六亚甲基二异氰酸酯三聚体为德国拜耳公司N3390固化剂，固化效果好，耐光、耐候，是

本发明这种用于注塑件涂饰涂料的理想固化剂。

[0016] 作为优选，所述固含量50％的丙烯酸树脂中丙烯酸树脂的玻璃化温度在85～95

℃，且其溶剂为乙酸丁酯、丁酮和乙二醇单丁醚，且其比例为2:1:1。丙烯酸树脂玻璃化温度

越高，其树脂的最终黏度越大、耐溶剂和耐腐蚀性越好，制漆后漆膜的硬度和抗划伤性越

好，85～95℃是丙烯酸树脂产品中玻璃化温度较高的一类，乙酸丁酯、丁酮和乙二醇单丁醚

是丙烯酸树脂的优良溶剂，毒性小，使用条件温和。

[0017] 一种用于注塑件表面的仿电镀亮银涂料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8] (1)、配制：在容器1中，将主涂料中的成分，固含量50％的丙烯酸树脂、固含量30-

35％的醋酸丁酸纤维素、2690无卤素仿电镀银树脂、含羟基的三元氯蜡树脂、聚酰胺蜡、醛

酮缩聚树脂按照重量配比混合，加入25-30份混合溶剂，加入搅拌机调速至1300-1500r/min

高速搅拌8-12min，得到混合物A；

[0019] (2)、检验：将混合物A放在检验机构中进行黏度和固含量的检验，黏度标准值不小

于60s，固含量标准值不小于50％，如两项均达标，进入步骤(3)，如两项中任一项不达标，则

在满足重量配比的前提下加主涂料中的组分，黏度或固含量低，加树脂、蜡或者纤维素成

分，黏度或固含量高，加混合溶剂；

[0020] (3)、配制与混合：在容器2中，将主涂料中平均粒径≤15μm的二氧化硅包覆铝银

浆、5份混合溶剂和助剂中的流平剂、分散剂、固化剂按照重量配比混匀，低速搅拌12-

20min，得到混合物B；同时将经过步骤(2)检验的混合物A加入搅拌机调速至400-600r/min

搅拌18-25min，搅拌至第5min时开始缓慢加入混合物B，加入的时间控制在5-8min，继续搅

拌至搅拌结束得到混合物C；

[0021] (4)、喷涂作业：将被喷涂注塑件表面进行清洁、干燥处理，去除边沿毛刺，将其表

面用加热装置加热至35-50℃，喷涂混合物C，喷涂后在60-80℃下预热5-10min，静置，如此

反复2～3次；

[0022] (5)、表面处理：在容器3中，将表面涂料的所有组分按照重量配比混合，在搅拌机

中以800-1000r/min搅拌5-8min，得到混合物D备用；在混合物C的最后一次喷涂作业进行完

毕后，将混合物D喷涂于已形成的混合物C涂层上，自然干燥。

[0023] 作为优选，步骤(4)的喷涂作业中，除最后一次喷涂作业外，其余每次喷涂作业中

静置时间均为15-30min，而最后一次喷涂作业中静置至少6h后，再在步骤(5)中喷涂混合物

D。此为多次喷涂技术，前几次喷涂每一层之间既独立又融合，得到具有一定硬度、耐磨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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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冲击性，最后一次喷涂作业静置时间必须保证涂层膜硬化、干燥彻底再进行表面处理，这

种水性涂料表面处理起到保护作用，具有良好的亲肤性、附着力、耐候性和机械性能。

[0024] 作为优选，步骤(2)中，被检验混合物A黏度偏离黏度标准值15％以内，且固含量偏

离黏度标准值15％以内，重新调配后，返回步骤(2)，被检验混合物A黏度偏离黏度标准值

15％以上，或固含量偏离黏度标准值15％以上，返回步骤(1)。为了保证主涂料的质量，控制

混匀程度和工况引起的偏差是很必要的，在偏离检测标准值15％以上时，不得直接进入本

步骤而返回上步骤，这样保证了涂料混匀程度高、喷涂稳定性好。

[00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的一种用于注塑件表面的仿电镀亮银涂料，配方

精细、使用简单、成本低廉，喷涂后的注塑件仿电镀效果好、金属感强。主涂料多次喷涂后形

成的涂层具有良好的金属质感和机械性能，表面涂料具有保护主涂料涂层的作用。本发明

具有优异的仿电镀亮银金属质感，反射亮度高，附着力强，耐磨、耐冲击性好，具有较好的耐

候性和较长的使用寿命。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一种用于注塑件表面的仿电镀亮银涂料，包括主涂料和表面涂料。

[0027] 表1实施例所述的主涂料和表面涂料组分(单位：重量份)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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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0030] 所述混合溶剂包括石脑油、甲苯、正丁醇、乙酸丁酯、乙二醇单丁醚，实施例1，3中

各组分物质的量比例为，石脑油：甲苯：正丁醇：乙酸丁酯：乙二醇单丁醚＝4：3：3：3：1，实施

例2，4中，石脑油：甲苯：正丁醇：乙酸丁酯：乙二醇单丁醚＝3：2：2：2：1，实施例5中，石脑油：

甲苯：正丁醇：乙酸丁酯：乙二醇单丁醚＝7：5：5：5：2；

[0031] 所述助剂包括流平剂、分散剂、固化剂。

[0032] 作为优选，所述平均粒径≤15μm的二氧化硅包覆铝银浆中，铝粉的含量在70～

75％，包覆剂二氧化硅的前驱体为纳米二氧化硅和纳米硅藻土的共混物。纳米材料相对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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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粉末材料具有优势，分散性更好，包覆更细密，溶剂相容性、胶体稳定性和表面性能更优

异，铝银浆是本发明主涂料中的核心成分之一，其优化影响到整个涂料的性能，二氧化硅包

覆可以使铝银浆在进行喷涂后绝缘性好，涂膜光亮丰满，机械性能好，耐候性强等优异特

性。

[0033] 作为优选，所述流平剂为聚醚改性聚二甲基硅氧烷，所述分散剂是树枝状聚合物

分散剂，所述固化剂为异氰酸酯和环氧树脂混合物。聚醚改性聚二甲基硅氧烷结构中带有

较多聚醚的亲水基团，硅氧分子主链具有很好的亲油性，非常适合本发明主涂料组分既亲

水又亲油特性，极大改善了主涂料的滴挂特性，树枝状聚合物分散剂是为了在分散各组分

时又令各组分具有交联性，而异氰酸酯和环氧树脂混合物较适合作为丙烯酸树脂占比较多

场合的固化剂。

[0034] 进一步地，所述表面涂料中脂肪族聚异氰酸酯固化剂为六亚甲基二异氰酸酯三聚

体。六亚甲基二异氰酸酯三聚体为德国拜耳公司N3390固化剂，固化效果好，耐光、耐候，是

本发明这种用于注塑件涂饰涂料的理想固化剂。

[0035] 作为优选，所述固含量50％的丙烯酸树脂中丙烯酸树脂的玻璃化温度在85～95

℃，且其溶剂为乙酸丁酯、丁酮和乙二醇单丁醚，且其比例为2:1:1。丙烯酸树脂玻璃化温度

越高，其树脂的最终黏度越大、耐溶剂和耐腐蚀性越好，制漆后漆膜的硬度和抗划伤性越

好，85～95℃是丙烯酸树脂产品中玻璃化温度较高的一类，乙酸丁酯、丁酮和乙二醇单丁醚

是丙烯酸树脂的优良溶剂，毒性小，使用条件温和。

[0036] 一种用于注塑件表面的仿电镀亮银涂料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7] (1)、配制：在容器1中，将主涂料中的成分，固含量50％的丙烯酸树脂、固含量30-

35％的醋酸丁酸纤维素、2690无卤素仿电镀银树脂、含羟基的三元氯蜡树脂、聚酰胺蜡、醛

酮缩聚树脂按照重量配比混合，加入25-30份混合溶剂，加入搅拌机调速至1300-1500r/min

高速搅拌8-12min，得到混合物A；

[0038] (2)、检验：将混合物A放在检验机构中进行黏度和固含量的检验，黏度标准值不小

于60s，固含量标准值不小于50％，如两项均达标，进入步骤(3)，如两项中任一项不达标，则

在满足重量配比的前提下加主涂料中的组分，黏度或固含量低，加树脂、蜡或者纤维素成

分，黏度或固含量高，加混合溶剂；

[0039] (3)、配制与混合：在容器2中，将主涂料中平均粒径≤15μm的二氧化硅包覆铝银

浆、5份混合溶剂和助剂中的流平剂、分散剂、固化剂按照重量配比混匀，低速搅拌12-

20min，得到混合物B；同时将经过步骤(2)检验的混合物A加入搅拌机调速至400-600r/min

搅拌18-25min，搅拌至第5min时开始缓慢加入混合物B，加入的时间控制在5-8min，继续搅

拌至搅拌结束得到混合物C；

[0040] (4)、喷涂作业：将被喷涂注塑件表面进行清洁、干燥处理，去除边沿毛刺，将其表

面用加热装置加热至35-50℃，喷涂混合物C，喷涂后在60-80℃下预热5-10min，静置，如此

反复2～3次，当将其应用于具有内外表面的注塑件时，如：电脑显示器底座，在内表面使用

喷枪快速喷涂，喷涂时间少于5min，且用加热装置加热温度在45～50℃，再喷涂混合物C，喷

涂后在70～80℃下预热8-10min；

[0041] (5)、表面处理：在容器3中，将表面涂料的所有组分按照重量配比混合，在搅拌机

中以800-1000r/min搅拌5-8min，得到混合物D备用；在混合物C的最后一次喷涂作业进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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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后，将混合物D喷涂于已形成的混合物C涂层上，自然干燥；当将其应用于具有内外表面的

注塑件时，如：电脑显示器底座，在内表面使用喷枪快速喷涂，喷涂时间少于3min，且在步骤

(4)中最后一次喷涂作业中静置至少8h，再在步骤(5)中喷涂混合物D。

[0042] 作为优选，步骤(4)的喷涂作业中，除最后一次喷涂作业外，其余每次喷涂作业中

静置时间均为15-30min，而最后一次喷涂作业中静置至少6h后，再在步骤(5)中喷涂混合物

D。此为多次喷涂技术，前几次喷涂每一层之间既独立又融合，得到具有一定硬度、耐磨性和

耐冲击性，最后一次喷涂作业静置时间必须保证涂层膜硬化、干燥彻底再进行表面处理，这

种水性涂料表面处理起到保护作用，具有良好的亲肤性、附着力、耐候性和机械性能。

[0043] 作为优选，步骤(2)中，被检验混合物A黏度偏离黏度标准值15％以内，且固含量偏

离黏度标准值15％以内，重新调配后，返回步骤(2)，被检验混合物A黏度偏离黏度标准值

15％以上，或固含量偏离黏度标准值15％以上，返回步骤(1)。为了保证主涂料的质量，控制

混匀程度和工况引起的偏差是很必要的，在偏离检测标准值15％以上时，不得直接进入本

步骤而返回上步骤，这样保证了涂料混匀程度高、喷涂稳定性好。

[004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的一种用于注塑件表面的仿电镀亮银涂料，配方

精细、使用简单、成本低廉，喷涂后的注塑件仿电镀效果好、金属感强。主涂料多次喷涂后形

成的涂层具有良好的金属质感和机械性能，表面涂料具有保护主涂料涂层的作用。本发明

具有优异的仿电镀亮银金属质感，反射亮度高，附着力强，耐磨、耐冲击性好，具有较好的耐

候性和较长的使用寿命。

[0045]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优选技术方案，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

通技术人员而言，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所做出的若干改进或等同替换，均视为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仍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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