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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汽车涂料的制备方法，属

于涂料技术领域。所述涂料由主剂和固化剂组

成，所述主剂包括以下原料：聚天门冬树脂、纳米

二氧化钛、水性聚氨酯树脂、甲基丙烯酸、油酸聚

氧乙烯酯、水、钛白粉、防沉剂、分散剂、流平剂、

消泡剂、润湿剂、三乙胺、乙二醇丁醚；所述固化

剂包括以下原料：异氰酸酯树脂、催化剂。本发明

是经过水性聚氨酯树脂制备、主剂制备、混合等

步骤制得的。本发明通过将纳米二氧化钛、水性

聚氨酯树脂、甲基丙烯酸、油酸聚氧乙烯酯构成

的补强体系运用在本发明的汽车涂料中，提高汽

车涂料的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耐低温性，降低

涂料细度，提高涂料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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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汽车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涂料由主剂和固化剂组成，所述主剂包括以下原

料：聚天门冬树脂、纳米二氧化钛、水性聚氨酯树脂、甲基丙烯酸、油酸聚氧乙烯酯、水、钛白

粉、防沉剂、分散剂、流平剂、消泡剂、润湿剂、三乙胺、乙二醇丁醚；所述固化剂包括以下原

料：异氰酸酯树脂、催化剂；

所述的纳米二氧化钛、水性聚氨酯树脂、甲基丙烯酸、油酸聚氧乙烯酯的重量比为（1-

3）：（32-48）：（1-1.6）：（0.6-1）；

其中，所述汽车涂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将水性聚氨酯树脂、甲基丙烯酸混合，在搅拌下加热至75-80℃，反应30min，再加入

油酸聚氧乙烯酯，在75-80℃条件下反应1.5-3h，降温至50-55℃，再加入三乙胺反应15-

20min，同时降温至35-40℃，再加入水进行分散，升温至50-55℃反应30min，真空脱除溶剂

即得改性水性聚氨酯树脂；

S2：将改性水性聚氨酯树脂、聚天门冬树脂、纳米二氧化钛、钛白粉、分散剂、消泡剂、防

沉剂快速搅拌均匀，然后在1100-1300r/min搅拌下缓慢加入流平剂、润湿剂、乙二醇丁醚充

分搅拌并调节均匀，球磨机中研磨20-26h，研磨至6-10μm，得主剂；

S3：将异氰酸酯树脂、催化剂混合搅拌均匀，再加入步骤S2制得的主剂，混合均匀，即可

制得汽车涂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涂料由主剂和固化剂组成，所述

主剂以重量份为单位，包括以下原料：聚天门冬树脂30-50份、纳米二氧化钛1-3份、水性聚

氨酯树脂32-48份、甲基丙烯酸1-1.6份、油酸聚氧乙烯酯0.6-1份、水5-9份、钛白粉8-15份、

防沉剂0.2-0.6份、分散剂1-2份、流平剂0.3-0.7份、消泡剂0.1-0.3份、润湿剂0.1-0.3份、

三乙胺0.3-0.8份、乙二醇丁醚4-8份；所述固化剂包括以下原料：异氰酸酯树脂12-16份、催

化剂0.1-0.6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沉剂为膨润土或防尘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散剂为BYK-333、BYK-310、BYK-

354中的一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流平剂为BYK-300或BYK-30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消泡剂为BYK-093。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润湿剂为乙醇、丙二醇、甘油中的

一种。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催化剂为二丁基锡、磺酸锌或磺

酸钠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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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汽车涂料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涂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汽车涂料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50年来，汽车面漆无论是从基料还是面漆颜色和施工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主

要表现在基料方面由硝基磁漆到氨基醇酸磁漆，底漆用自干型醇酸树脂磁漆到热塑性丙烯

酸树脂磁漆，其中热固性丙烯酸树脂磁漆和聚氨基耐污性等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就使

面漆的保护性能得到了提升。同时，面漆颜色方面也越来越多样，各类型汽车外观也更加丰

富。到上世纪90年代，全球地区环境保护方面越来越受重视，汽车面漆开始向水性汽车面漆

转变。汽车面漆主要是磁漆，多数为高光泽，有较好的机械性能和耐候性。高档汽车和轿车

车身主要采用氨基树脂、丙烯酸树脂、醇酸树脂、水性聚氨酯树脂、中固聚酯等为基料，选用

无机颜料如钛白、酞菁颜料和色彩鲜艳、耐候性好的有机颜料等，此外还添加一些助剂达到

满意的外观和性能。现阶段，中国还基本使用溶剂型汽车面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已经采用

了水性汽车面漆。

[0003] 涂料的水性化、高固体含量是目前涂料行业的两大发展方向。高固体含量的涂料

在技术上、成本上、性能上更显现出强劲的竞争优势。在汽车漆领域目前使用较广泛的是烤

漆，因为其具有很好的性能对汽车是极好的保护和装饰，是普通自干型涂料无法达到的。

[0004] 中国 专 利文献“聚 天门 冬 汽车 涂料 及 制备 方法 与应 用（专 利号 ：Z L 

201310336056.X）”公开了一种聚天门冬汽车涂料，该涂料由主剂和固化剂组成，其中主剂

与固化剂的重量份数为100：20～50；所述的主剂、固化剂为下列重量份数的原料：主剂：聚

天门冬树脂40-80、颜料2-60、 防沉剂0.3-1  、分散剂2-10、流平剂0.1-1、抗流挂助剂  0.3-

3、消泡剂0.1-1、消光粉  0-8、溶剂2.2-5；固化剂：异氰酸酯树脂  90-98、催化剂  0.5-1.5、

溶剂  2-5。该聚天门冬汽车涂料具有良好的防腐性能、耐候性能和装饰性，但仍存在着较差

的稳定性、拉伸性、耐低温性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汽车涂料的制备方法，以解决在中国专利文献“聚天门

冬汽车涂料及制备方法与应用（专利号：ZL  201310336056.X）”公开公开的基础上，通过优

化组份、用量、方法等，提高汽车涂料的稳定性、拉伸性、耐低温性的问题。

[0006] 为了解决以上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汽车涂料，所述涂料由主剂和固化剂组成，所述主剂包括以下原料：聚天门冬

树脂、纳米二氧化钛、水性聚氨酯树脂、甲基丙烯酸、油酸聚氧乙烯酯、水、钛白粉、防沉剂、

分散剂、流平剂、消泡剂、润湿剂、三乙胺、乙二醇丁醚；所述固化剂包括以下原料：异氰酸酯

树脂、催化剂；

[0008] 所述的纳米二氧化钛、水性聚氨酯树脂、甲基丙烯酸、油酸聚氧乙烯酯的重量比为

（1-3）：（32-48）：（1-1.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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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地，所述涂料由主剂和固化剂组成，所述主剂以重量份为单位，包括以下原

料：聚天门冬树脂30-50份、纳米二氧化钛1-3份、水性聚氨酯树脂32-48份、甲基丙烯酸1-

1.6份、油酸聚氧乙烯酯0.6-1份、水5-9份、钛白粉8-15份、防沉剂0.2-0.6份、分散剂1-2份、

流平剂0.3-0.7份、消泡剂0.1-0.3份、润湿剂0.1-0.3份、三乙胺0.3-0.8份、乙二醇丁醚4-8

份；所述固化剂包括以下原料：异氰酸酯树脂12-16份、催化剂0.1-0.6份。

[0010] 优选地，所述防沉剂为膨润土或防尘蜡。

[0011] 优选地，所述分散剂为BYK-333、BYK-310、BYK-354中的一种。

[0012] 优选地，所述流平剂为BYK-300或BYK-301。

[0013] 优选地，所述消泡剂为BYK-093。

[0014] 优选地，所述润湿剂为乙醇、丙二醇、甘油中的一种。

[0015] 优选地，所述催化剂为二丁基锡、磺酸锌或磺酸钠中的一种。

[0016]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汽车涂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7] S1：将水性聚氨酯树脂、甲基丙烯酸混合，在搅拌下加热至75-80℃，反应30min，再

加入油酸聚氧乙烯酯，在75-80℃条件下反应1.5-3h，降温至50-55℃，再加入三乙胺反应

15-20min，同时降温至35-40℃，再加入水进行分散，升温至50-55℃反应30min，真空脱除溶

剂即得改性水性聚氨酯树脂；

[0018] S2：将改性水性聚氨酯树脂、聚天门冬树脂、纳米二氧化钛、钛白粉、分散剂、消泡

剂、防沉剂快速搅拌均匀，然后在1100-1300r/min搅拌下缓慢加入流平剂、润湿剂、乙二醇

丁醚充分搅拌并调节均匀，球磨机中研磨20-26h，研磨至6-10μm，得主剂；

[0019] S3：将异氰酸酯树脂、催化剂混合搅拌均匀，再加入步骤S2制得的主剂，混合均匀，

即可制得汽车涂料。

[0020]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1] （1）由实施例1-3和对比例6的数据可见，实施例1-3制得的汽车涂料的拉伸强度、

断裂伸长率、耐低温性均显著高于对比例6制得的汽车涂料的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耐低

温性；实施例1-3制得的汽车涂料的细度低于对比例6制得的汽车涂料的细度；同时由实施

例1-3的数据可见，实施例1为最优实施例。

[0022] （2）由实施例1和对比例1-5的数据可见，纳米二氧化钛、水性聚氨酯树脂、甲基丙

烯酸、油酸聚氧乙烯酯在制备汽车涂料中起到了协同作用，协同提高了汽车涂料的性能；这

是：

[0023] 纳米二氧化钛是一种新型的无机功能材料,由于其粒径在1-100nm之间,具有粒径

小、比表面积大、表面活性高、分散性好等特点，由于油酸聚氧乙烯酯是一种非离子表面活

性剂，也可以作为一种稳定剂使用，纳米二氧化钛比表面积大，具有较高的表面能，为了克

服纳米粒子间的相互吸引力及减少粒子相互之间碰撞机会，需要在粒子间增加排斥力，通

过油酸聚氧乙烯酯稳定剂吸附到纳米粒子表面，当粒子相互接触时，纳米粒子间位阻层产

生的渗透压迫使粒子分离，从而使涂料更加稳定。水性聚氨酯树脂和甲基丙烯酸反应过程

中，一部分丙烯酸进入水性聚氨酯粒子中，发生自由基聚合而形成具有核壳结构的丙烯酸

酯接枝聚氨酯，另一部分丙烯酸发生均聚形成双电层结构的丙烯酸酯聚合物并使粒径减

小，黏度增大，从而提高汽车涂料的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同时油酸聚氧乙烯酯也可以提

高小粒径的丙烯酸酯聚合物的稳定性，从而提高汽车涂料的稳定性。此外，水性聚氨酯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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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性过程中，油酸聚氧乙烯酯作为增塑剂，破坏了丙烯酸酯接枝聚氨酯和丙烯酸酯聚合物

分子链的规整度，降低了其的结晶度，从而提高汽车涂料的耐低温性。

[0024] （3）由对比例7-9的数据可见，纳米二氧化钛、水性聚氨酯树脂、甲基丙烯酸、油酸

聚氧乙烯酯的重量比不在（1-3）：（32-48）：（1-1.6）：（0.6-1）范围内时，制得的汽车涂料的

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耐低温性、细度数值与实施例1-3的数值相差甚大，与现有技术（对

比例6）的数值相当。本发明纳米二氧化钛、水性聚氨酯树脂、甲基丙烯酸、油酸聚氧乙烯酯

作为补强体系，实施例1-3通过控制制备汽车涂料时添加纳米二氧化钛、水性聚氨酯树脂、

甲基丙烯酸、油酸聚氧乙烯酯的重量比为（1-3）：（32-48）：（1-1.6）：（0.6-1），实现在补强体

系中利用纳米二氧化钛粒径小、比表面积大、表面活性高、分散性好，水性聚氨酯树脂和甲

基丙烯酸反应生成丙烯酸酯接枝聚氨酯和丙烯酸酯聚合物，油酸聚氧乙烯酯可作为稳定

剂、增塑剂等特点，使得纳米二氧化钛、水性聚氨酯树脂、甲基丙烯酸、油酸聚氧乙烯酯构成

的补强体系在本发明的汽车涂料中，提高汽车涂料的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耐低温性，降

低涂料细度，提高涂料稳定性。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了更好的理解本发明，现采用以下实施例加以说明，以下实施例属于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但不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6] 以下实施例中，所述的汽车涂料，由主剂和固化剂组成，所述主剂以重量份为单

位，包括以下原料：聚天门冬树脂30-50份、纳米二氧化钛1-3份、水性聚氨酯树脂32-48份、

甲基丙烯酸1-1.6份、油酸聚氧乙烯酯0.6-1份、水5-9份、钛白粉8-15份、防沉剂0.2-0.6份、

分散剂1-2份、流平剂0.3-0.7份、消泡剂0.1-0.3份、润湿剂0.1-0.3份、三乙胺0.3-0.8份、

乙二醇丁醚4-8份；所述固化剂包括以下原料：异氰酸酯树脂12-16份、催化剂0.1-0.6份。

[0027] 所述防沉剂为膨润土或防尘蜡。

[0028] 所述分散剂为BYK-333、BYK-310、BYK-354中的一种。

[0029] 所述流平剂为BYK-300或BYK-301。

[0030] 所述消泡剂为BYK-093。

[0031] 所述润湿剂为乙醇、丙二醇、甘油中的一种。

[0032] 所述催化剂为二丁基锡、磺酸锌或磺酸钠中的一种。

[0033] 所述汽车涂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4] S1：将水性聚氨酯树脂、甲基丙烯酸混合，在搅拌下加热至75-80℃，反应30min，再

加入油酸聚氧乙烯酯，在75-80℃条件下反应1.5-3h，降温至50-55℃，再加入三乙胺反应

15-20min，同时降温至35-40℃，再加入水进行分散，升温至50-55℃反应30min，真空脱除溶

剂即得改性水性聚氨酯树脂；

[0035] S2：将改性水性聚氨酯树脂、聚天门冬树脂、纳米二氧化钛、钛白粉、分散剂、消泡

剂、防沉剂快速搅拌均匀，然后在1100-1300r/min搅拌下缓慢加入流平剂、润湿剂、乙二醇

丁醚充分搅拌并调节均匀，球磨机中研磨20-26h，研磨至6-10μm，得主剂；

[0036] S3：将异氰酸酯树脂、催化剂混合搅拌均匀，再加入步骤S2制得的主剂，混合均匀，

即可制得汽车涂料。

[0037]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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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一种汽车涂料，由主剂和固化剂组成，所述主剂以重量份为单位，包括以下原料：

聚天门冬树脂30份、纳米二氧化钛2份、水性聚氨酯树脂40份、甲基丙烯酸1.4份、油酸聚氧

乙烯酯0.8份、水9份、钛白粉15份、膨润土0.2份、分散剂BYK-333  2份、流平剂BYK-300  0.5

份、消泡剂BYK-093  0.3份、乙醇0.2份、三乙胺0.3份、乙二醇丁醚4份；所述固化剂包括以下

原料：异氰酸酯树脂14份、二丁基锡0.1份。

[0039] 所述汽车涂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0] S1：将水性聚氨酯树脂、甲基丙烯酸混合，在搅拌下加热至80℃，反应30min，再加

入油酸聚氧乙烯酯，在78℃条件下反应3h，降温至50℃，再加入三乙胺反应20min，同时降温

至40℃，再加入水进行分散，升温至50℃反应30min，真空脱除溶剂即得改性水性聚氨酯树

脂；

[0041] S2：将改性水性聚氨酯树脂、聚天门冬树脂、纳米二氧化钛、钛白粉、分散剂、消泡

剂、防沉剂快速搅拌均匀，然后在1200r/min搅拌下缓慢加入流平剂、润湿剂、乙二醇丁醚充

分搅拌并调节均匀，球磨机中研磨24h，研磨至6μm，得主剂；

[0042] S3：将异氰酸酯树脂、催化剂混合搅拌均匀，再加入步骤S2制得的主剂，混合均匀，

即可制得汽车涂料。

[0043] 实施例2

[0044] 一种汽车涂料，由主剂和固化剂组成，所述主剂以重量份为单位，包括以下原料：

聚天门冬树脂40份、纳米二氧化钛1份、水性聚氨酯树脂32份、甲基丙烯酸1份、油酸聚氧乙

烯酯0.6份、水7份、钛白粉12份、防尘蜡0.6份、分散剂BYK-310  1.5份、流平剂BYK-301  0.3

份、消泡剂BYK-093  0.2份、丙二醇0.1份、三乙胺0.8份、乙二醇丁醚8份；所述固化剂包括以

下原料：异氰酸酯树脂12份、磺酸锌0.6份。

[0045] 所述汽车涂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6] S1：将水性聚氨酯树脂、甲基丙烯酸混合，在搅拌下加热至78℃，反应30min，再加

入油酸聚氧乙烯酯，在75℃条件下反应2h，降温至55℃，再加入三乙胺反应18min，同时降温

至38℃，再加入水进行分散，升温至55℃反应30min，真空脱除溶剂即得改性水性聚氨酯树

脂；

[0047] S2：将改性水性聚氨酯树脂、聚天门冬树脂、纳米二氧化钛、钛白粉、分散剂、消泡

剂、防沉剂快速搅拌均匀，然后在1100r/min搅拌下缓慢加入流平剂、润湿剂、乙二醇丁醚充

分搅拌并调节均匀，球磨机中研磨20h，研磨至10μm，得主剂；

[0048] S3：将异氰酸酯树脂、催化剂混合搅拌均匀，再加入步骤S2制得的主剂，混合均匀，

即可制得汽车涂料。

[0049] 实施例3

[0050] 一种汽车涂料，由主剂和固化剂组成，所述主剂以重量份为单位，包括以下原料：

聚天门冬树脂50份、纳米二氧化钛3份、水性聚氨酯树脂48份、甲基丙烯酸1.6份、油酸聚氧

乙烯酯1份、水5份、钛白粉8份、膨润土0.4份、分散剂BYK-354  1份、流平剂BYK-300  0.7份、

消泡剂BYK-093  0.1份、甘油0.3份、三乙胺0.6份、乙二醇丁醚6份；所述固化剂包括以下原

料：异氰酸酯树脂16份、磺酸钠0.4份。

[0051] 所述汽车涂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2] S1：将水性聚氨酯树脂、甲基丙烯酸混合，在搅拌下加热至75℃，反应30min，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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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油酸聚氧乙烯酯，在80℃条件下反应1.5h，降温至53℃，再加入三乙胺反应15min，同时降

温至35℃，再加入水进行分散，升温至53℃反应30min，真空脱除溶剂即得改性水性聚氨酯

树脂；

[0053] S2：将改性水性聚氨酯树脂、聚天门冬树脂、纳米二氧化钛、钛白粉、分散剂、消泡

剂、防沉剂快速搅拌均匀，然后在1300r/min搅拌下缓慢加入流平剂、润湿剂、乙二醇丁醚充

分搅拌并调节均匀，球磨机中研磨26h，研磨至8μm，得主剂；

[0054] S3：将异氰酸酯树脂、催化剂混合搅拌均匀，再加入步骤S2制得的主剂，混合均匀，

即可制得汽车涂料。

[0055] 对比例1

[0056] 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制备汽车涂料的原料中不含有纳米二氧

化钛、水性聚氨酯树脂、甲基丙烯酸、油酸聚氧乙烯酯。

[0057] 对比例2

[0058] 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制备汽车涂料的原料中不含有纳米二氧

化钛。

[0059] 对比例3

[0060] 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制备汽车涂料的原料中不含有水性聚氨

酯树脂。

[0061] 对比例4

[0062] 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制备汽车涂料的原料中不含有甲基丙烯

酸。

[0063] 对比例5

[0064] 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制备汽车涂料的原料中不含有油酸聚氧

乙烯酯。

[0065] 对比例6

[0066] 按照中国专利文献“聚天门冬汽车涂料及制备方法与应用（专利号：ZL 

201310336056.X）”实施例1所述的方法制备聚天门冬汽车涂料。

[0067] 对比例7

[0068] 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制备汽车涂料的原料中纳米二氧化钛0.2

份、水性聚氨酯树脂25、甲基丙烯酸4.2、油酸聚氧乙烯酯3.2。

[0069] 对比例8

[0070] 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制备汽车涂料的原料中纳米二氧化钛6

份、水性聚氨酯树脂20、甲基丙烯酸3.5、油酸聚氧乙烯酯0.1。

[0071] 对比例9

[0072] 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制备汽车涂料的原料中纳米二氧化钛0.1

份、水性聚氨酯树脂65、甲基丙烯酸0.2、油酸聚氧乙烯酯3.2。

[0073] 按照实施例1-3和对比例1-9所述的方法制备汽车涂料，对其性能进行测试，结果

见下表所示：

[0074] 组别 断裂伸长率（%） 拉伸强度（MPa） 涂料细度（μm） 耐低温性

实施例1 402 36.75 6.12 -30℃无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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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2 402 35.98 5.91 -30℃无裂纹

实施例3 401 36.24 6.34 -30℃无裂纹

对比例1 368 26.34 7.82 -20℃无裂纹

对比例2 395 35.07 6.96 -25℃无裂纹

对比例3 398 34.68 6.73 -28℃无裂纹

对比例4 397 34.85 6.58 -26℃无裂纹

对比例5 395 35.12 6.49 -27℃无裂纹

对比例6 359 25.34 8.93 -18℃无裂纹

对比例7 372 26.78 7.63 -22℃无裂纹

对比例8 369 27.35 7.82 -23℃无裂纹

对比例9 375 27.69 7.54 -21℃无裂纹

[0075] 由上表可知：（1）由实施例1-3和对比例6的数据可见，实施例1-3制得的汽车涂料

的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耐低温性均显著高于对比例6制得的汽车涂料的拉伸强度、断裂

伸长率、耐低温性；实施例1-3制得的汽车涂料的细度低于对比例6制得的汽车涂料的细度；

同时由实施例1-3的数据可见，实施例1为最优实施例。

[0076] （2）由实施例1和对比例1-5的数据可见，纳米二氧化钛、水性聚氨酯树脂、甲基丙

烯酸、油酸聚氧乙烯酯在制备汽车涂料中起到了协同作用，协同提高了汽车涂料的性能；这

是：

[0077] 纳米二氧化钛是一种新型的无机功能材料,由于其粒径在1-100nm之间,具有粒径

小、比表面积大、表面活性高、分散性好等特点，由于油酸聚氧乙烯酯是一种非离子表面活

性剂，也可以作为一种稳定剂使用，纳米二氧化钛比表面积大，具有较高的表面能，为了克

服纳米粒子间的相互吸引力及减少粒子相互之间碰撞机会，需要在粒子间增加排斥力，通

过油酸聚氧乙烯酯稳定剂吸附到纳米粒子表面，当粒子相互接触时，纳米粒子间位阻层产

生的渗透压迫使粒子分离，从而使涂料更佳稳定。水性聚氨酯树脂和甲基丙烯酸反应过程

中，一部分丙烯酸进入水性聚氨酯粒子中，发生自由基聚合而形成具有核壳结构的丙烯酸

酯接枝聚氨酯，另一部分丙烯酸发生均聚形成双电层结构的丙烯酸酯聚合物并使粒径减

小，黏度增大，从而提高汽车涂料的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同时油酸聚氧乙烯酯也可以提

高小粒径的丙烯酸酯聚合物的稳定性，从而提高汽车涂料的稳定性。此外，水性聚氨酯树脂

改性过程中，油酸聚氧乙烯酯作为增塑剂，破坏了丙烯酸酯接枝聚氨酯和丙烯酸酯聚合物

分子链的规整度，降低了其的结晶度，从而提高汽车涂料的耐低温性。

[0078] （3）由对比例7-9的数据可见，纳米二氧化钛、水性聚氨酯树脂、甲基丙烯酸、油酸

聚氧乙烯酯的重量比不在（1-3）：（32-48）：（1-1.6）：（0.6-1）范围内时，制得的汽车涂料的

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耐低温性、细度数值与实施例1-3的数值相差甚大，与现有技术（对

比例6）的数值相当。本发明纳米二氧化钛、水性聚氨酯树脂、甲基丙烯酸、油酸聚氧乙烯酯

作为补强体系，实施例1-3通过控制制备汽车涂料时添加纳米二氧化钛、水性聚氨酯树脂、

甲基丙烯酸、油酸聚氧乙烯酯的重量比为（1-3）：（32-48）：（1-1.6）：（0.6-1），实现在补强体

系中利用纳米二氧化钛粒径小、比表面积大、表面活性高、分散性好，水性聚氨酯树脂和甲

基丙烯酸反应生成丙烯酸酯接枝聚氨酯和丙烯酸酯聚合物，油酸聚氧乙烯酯可作为稳定

剂、增塑剂等特点，使得纳米二氧化钛、水性聚氨酯树脂、甲基丙烯酸、油酸聚氧乙烯酯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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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强体系在本发明的汽车涂料中，提高汽车涂料的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耐低温性，降

低涂料细度，提高涂料稳定性。

[0079] 以上内容不能认定本发明具体实施只局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简单推演或替换，都应

当视为属于本发明由所提交的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专利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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