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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教室专用护眼节能增亮涂料及其制备

方法和用途，属于水性涂料技术领域。所述涂料

为教室专用，原料按重量份数：水性聚丙烯酸乳

液80-100份，空心玻璃微珠5-10份，红外反射颜

料3-8份，荧光素钠0.005-0.01份，成膜助剂2-5

份，分散剂0.5-1份，润湿剂0.1-0 .2份，消泡剂

0.01-0.2份，增稠剂0.01-0.03份，中和剂0.5-2

份，去离子水40-50份。本发明利用微玻璃珠的反

射特性及荧光素钠的光学特性，使其具有护眼、

节能、增亮的优异性能，可直接用于教学投影和

书写，是一种新型的水性功能涂料，具有良好的

开发潜力与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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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教室专用护眼节能增亮涂料，其特征是所述教室专用护眼节能增亮涂料原料按

重量份：水性聚丙烯酸乳液80-100份，空心玻璃微珠5-10份，红外反射颜料3-8份，荧光素钠

0.005-0.01份，成膜助剂2-5份，分散剂0.5-1份，润湿剂0.1-0.2份，消泡剂0.01-0.2份，增

稠剂0.01-0.03份，中和剂0.5-2份，去离子水40-5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教室专用护眼节能增亮涂料，其特征是所述的空心玻璃微

珠的粒径为≦10μ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教室专用护眼节能增亮涂料，其特征是所述的红外反射颜

料为金红石型钛白粉。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教室专用护眼节能增亮涂料，其特征是所述的润湿剂为乙

醇、甘油、吐温类及十二烷基苯磺酸钠中的任意一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教室专用护眼节能增亮涂料，其特征是所述的中和剂为三

乙醇胺或N,N-二甲基乙醇胺。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教室专用护眼节能增亮涂料，其特征是制备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1）去除空心玻璃微珠表面杂质并羟基化处理：将空心玻璃微珠在80-90℃水中磁力搅

拌1-2h，过滤并水洗2-3次，经过50-60℃真空干燥2-3h得到洗净的空心玻璃微珠；然后将洗

净的空心玻璃微珠加入到0.1-1mol/L的碱性溶液中常温磁力搅拌2-3h，超声30-50min，抽

滤，干燥得到表面羟基化的空心玻璃微珠；

（2）硅烷偶联剂改性表面羟基化的空心玻璃微珠：将硅烷偶联剂与无水乙醇或去离子

水按照1:7~1:10混合搅匀，加入表面羟基化的空心玻璃微珠进行超声0.5-1h，在40-50℃条

件下磁力搅拌2-4h，抽滤，干燥得到表面硅烷偶联化的空心玻璃微珠；

（3）将去离子水置于干燥的反应器中，依次加入分散剂，成膜助剂，润湿剂在转速300-

500r/min下低速搅拌均匀，然后加入表面硅烷偶联化的空心玻璃微珠、红外反射颜料和荧

光素钠在转速2000-3000r/min高速搅拌1-2h至均匀为填料；

（4）将水性丙烯酸乳液加入到步骤3中得到填料中，再加入消泡剂、增稠剂和中和剂在

转速200-300r/min下搅拌4-5h，即得水性教室专用护眼节能增亮涂料。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一种教室专用护眼节能增亮涂料，其特征是所述的碱性溶液为

氢氧化钠、氢氧化钾、碳酸钠、碳酸钾中的一种或几种混合溶液。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教室专用护眼节能增亮涂料，其特征是所述的硅烷偶联剂

的型号为KH-550、KH-560、KH-570、KH-580的其中一种或任意几种混合。

9.根据权利要求1~8任意一项所述一种教室专用护眼节能增亮涂料，其特征是所述涂

料涂刷在教室墙体，用于教学书写及投影。

10.根据权利要求1~8任意一项所述一种教室专用护眼节能增亮涂料，其特征是所述涂

料能将室内的包括紫外波段的不可见光转化为米黄色可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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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教室专用护眼节能增亮涂料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性涂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教室专用护眼节能增亮功能涂料及

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低碳生活，节能环保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健康发展的一个主流方向的状况下，

降低功耗，节能，将是各领域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节能涂料对太阳光具有很高的反射

率，能阻缓热能向物体内部传导，并将吸收的热能辐射出去。高的反射率使涂料在高温的夏

季降低了建筑表面温度，进而影响了周围环境温度，也可提高光的利用率，投影仪等电子设

备能耗降低。随着能耗的降低，二氧化碳(CO2)、氮氧化物(NOX)、硫氧化物(SOX)等的排放也

可大量减少，进而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同时涂料的基料为水性乳液，对环境友好，因此节

能涂料具有环保节能的功用，符合当今发展的趋势。教室作为重要的教学场所，其亮度、舒

适度及其环保性备受关注，开发满足以上要求的教室专用护眼节能增亮涂料具有很大的实

际意义。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教室专用护眼节能增亮功能涂料及其制备方法，该涂料

利用微玻璃珠添加剂的反光特性，通过提高墙面反射光线能力，同时利用荧光素钠的光学

特性，通过该分子的光吸收和荧光发射，将室内的包括紫外波段的不可见光转化为米黄色

可见光。

[0004] 该涂料能够提高室内光线亮度，在同等亮度条件下，减少教室照明灯具的数量，降

低用电瓦数，同时可以提高投影亮度，同等条件下可以使用流明数更低的投影设备，达到节

能功效；米黄色光具有较柔和对眼睛刺激小的特点，在赋予涂料以节能增亮特性的同时，达

到护眼效果，增加室内教学学习舒适性。由于该涂料具有以上特性，非常适合在教室使用。

[0005] 本发明为达到预期效果，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教室专用护眼节能增亮涂

料，具有护眼节能增亮的功能，所述教室专用护眼节能增亮涂料原料按重量份数计包括：水

性聚丙烯酸乳液80-100份，空心玻璃微珠5-10份，红外反射颜料3-8份，荧光素钠0.005-

0 .01份，成膜助剂2-5份，分散剂0.5-1份，润湿剂0.1-0 .2份，消泡剂0.01-0 .2份，增稠剂

0.01-0.03份，中和剂0.5-2份，去离子水40-50份。

[0006] 所述的空心玻璃微珠的粒径为≦10μm；

所述的红外反射颜料为金红石型钛白粉；

所述的成膜助剂为丙二醇醚类；

所述的分散剂为市售的LH-YF-201609-D-1水性防沉分散剂7703；

所述的润湿剂为乙醇、甘油、吐温类及十二烷基苯磺酸钠中的任意一种；

所述的消泡剂为市售的SN-DEFOAMER  1349水性涂料消泡剂；

所述的增稠剂为聚氨酯缔合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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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中和剂为三乙醇胺或N,N-二甲基乙醇胺；

本发明提供的功能涂料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去除空心玻璃微珠表面杂质并羟基化处理：将空心玻璃微珠在80-90℃水中磁力搅

拌1-2h后过滤，水洗2-3次后于50-60℃真空干燥2-3h得到固体。然后将洗净的空心玻璃微

珠加入到0.1-1mol/L的碱性溶液中常温磁力搅拌2-3h，超声30-50min，抽滤，干燥得到表面

羟基化的空心玻璃微珠。

[0007] (2)硅烷偶联剂改性表面羟基化的空心玻璃微珠：将硅烷偶联剂与无水乙醇或去

离子水按照1:7-1:10混合搅匀，加入表面羟基化的空心玻璃微珠超声0.5-1h，在40-50℃条

件下磁力搅拌2-4h，抽滤，干燥得到表面硅烷偶联化的空心玻璃微珠。

[0008] (3)将去离子水置于干燥的反应器中，依次加入分散剂，成膜助剂，润湿剂在转速

300-500r/min下低速搅拌均匀，然后加入表面硅烷偶联化的空心玻璃微珠、红外反射颜料

和荧光素钠在转速2000-3000r/min高速搅拌1-2h至均匀即可。

[0009] (4)将水性丙烯酸乳液加入到步骤3中得到填料中，再加入消泡剂、增稠剂和中和

剂在转速200-300r/min下搅拌4-5h，即得水性的教室专用护眼节能增亮涂料。

[0010] 其中，所述的碱性溶液为氢氧化钠、氢氧化钾、碳酸钠、碳酸钾中的一种或几种混

合溶液。

[0011] 所述的硅烷偶联剂的型号为KH-550、KH-560、KH-570、KH-580的其中一种或任意几

种混合。

[0012] 所述涂料适合用于教学书写及投影。

[0013] 本发明的技术特点：

（1）本发明所提供涂料是一种水性的环保涂料；

（2）本发明利用微玻璃珠的光反射特性达赋予涂料增亮效果，实现节能环保；

（3）本发明利用荧光素钠材料的光转换特性，将不可见的紫外光及部分可见光转换为

可见的米黄色光，在增亮的同时具有护眼功效，适合墙面投影及教学书写，保证教学质量的

条件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学习过程中光对学生眼睛的刺激伤害；

（4）本发明提供的教室专用护眼节能增亮涂料具有高反射率，非常适合投影仪的直接

投影，在设备流明数低的情况下可以达到较高的亮度，有利于降低能耗；

（5）基于以上特性，本发明所提供的教室专用护眼节能增亮涂料喷涂的墙体可以直接

用于教学投影和书写。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 荧光素钠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图；

图2是 荧光素钠荧光激发发射谱。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阐述：

实施例一：

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教室专用护眼节能增亮涂料，原料按重量份数包括：水性聚丙烯

酸乳液80份，空心玻璃微珠5份，荧光素钠0.005份，金红石型钛白粉2份，1-异丙氧基-2-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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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2份，分散剂0.5份，吐温60  0.1份，消泡剂0.03份，聚氨酯0.03份，三乙醇胺0.5份，去离子

水40份。

[0016] 本发明提供的多功能涂料制备步骤为：

（1）去除空心玻璃微珠表面杂质及羟基化处理：将空心玻璃微珠在90℃水中磁力搅拌

2h后过滤，水洗2次后于55℃真空干燥3得到固体。然后将洗净的空心玻璃微珠加入到

0.1mol/L的氢氧化钠溶液中常温磁力搅拌3h，超声30min，抽滤，干燥得到表面羟基化的空

心玻璃微珠。

[0017] （2）硅烷偶联剂改性表面羟基化的空心玻璃微珠：将KH-580硅烷偶联剂与无水乙

醇按照1:7混合搅匀，加入表面羟基化的空心玻璃微珠超声0.5h，在50℃条件下磁力搅拌

2h，抽滤，干燥得到表面硅烷偶联化的空心玻璃微珠。

[0018] （3）将去离子水置于干燥的反应器中，依次加入LH-YF-201609-D-1水性防沉分散

剂7703，1-异丙氧基-2-丙醇，吐温60在转速500r/min下低速搅拌均匀，然后加入空心玻璃

微珠，金红石型钛白粉，荧光素钠在转速2000r/min高速搅拌2h至均匀即可。

[0019] （4）将水性丙烯酸乳液加入到步骤3中得到填料中，再加入SN-DEFOAMER  1349水性

涂料消泡剂，聚氨酯，三乙醇胺在转速200r/min下搅拌5h，即得水性教室专用护眼节能增亮

涂料。

[0020] 实施例二：

一种教室专用护眼节能增亮涂料，原料按重量份数包括：水性聚丙烯酸乳液80份，空心

玻璃微珠10份，荧光素钠0.01份，金红石型钛白粉5份，1-异丙氧基-2-丙醇2份，分散剂0.5

份，吐温60  0.1份，消泡剂0.03份，聚氨酯0.03份，三乙醇胺0.5份，去离子水40份。

[0021] 本发明提供的多功能涂料制备步骤为：

（1）去除空心玻璃微珠表面杂质并羟基化处理：将空心玻璃微珠在90℃水中磁力搅拌

2h后过滤，水洗3次后于55℃真空干燥3h得到固体。然后将洗净的空心玻璃微珠加入到

0.1mol/L的氢氧化钾溶液中常温磁力搅拌3h，超声30min，抽滤，干燥得到表面羟基化的空

心玻璃微珠。

[0022] （2）硅烷偶联剂改性表面羟基化的空心玻璃微珠：将KH-570与无水乙醇按照1:10

混合搅匀，加入表面羟基化的空心玻璃微珠超声0.5h，在50℃条件下磁力搅拌2h，抽滤，干

燥得到表面硅烷偶联化的空心玻璃微珠。

[0023] （3）将去离子水置于干燥的反应器中，依次加入LH-YF-201609-D-1水性防沉分散

剂7703，1-异丙氧基-2-丙醇，吐温60在转速500r/min下低速搅拌均匀，然后加入空心玻璃

微珠，金红石型钛白粉，荧光素钠在转速3000r/min高速搅拌2h至均匀即可。

[0024] （4）将水性丙烯酸乳液加入到步骤3中得到填料中，再加入SN-DEFOAMER  1349水性

涂料消泡剂，聚氨酯，三乙醇胺在转速200r/min下搅拌5h，即得水性多功能涂料。

[0025] 实施例三：

一种教室专用护眼节能增亮涂料，原料按重量份数计包括：将空心玻璃微珠在水性聚

丙烯酸乳液100份，空心玻璃微珠5份，荧光素钠0.005份，金红石型钛白粉3份，1-甲氧基-2 

-丙醇3份，分散剂0.5份，十二烷基苯磺酸钠0.1份，消泡剂0.03份，聚氨酯0.01份，N,N-二甲

基乙醇胺1份，去离子水50份。

[0026] 本发明提供的多功能涂料制备步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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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去除空心玻璃微珠表面杂质并羟基化处理：85℃水中磁力搅拌2h后过滤，水洗3次

后于60℃真空干燥2h得到固体。然后将洗净的空心玻璃微珠加入到1mol/L的碳酸钠溶液中

常温磁力搅拌3h，超声40min，抽滤，干燥得到表面羟基化的空心玻璃微珠。

[0027] （2）硅烷偶联剂改性表面羟基化的空心玻璃微珠：将KH-550与去离子水按照1:7混

合搅匀，加入表面羟基化的空心玻璃微珠超声0.5h，在45℃条件下磁力搅拌3h,抽滤，干燥

得到表面硅烷偶联化的空心玻璃微珠。

[0028] （3）将去离子水置于干燥的反应器中，依次加入LH-YF-201609-D-1水性防沉分散

剂7703，1-甲氧基-2  -丙醇，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在转速500r/min下低速搅拌均匀，然后加入

空心玻璃微珠，金红石型钛白粉，荧光素钠在转速3000r/min高速搅拌1h至均匀即可。

[0029] （4）将水性丙烯酸乳液加入到步骤3中得到填料中，再加入SN-DEFOAMER  1349水性

涂料消泡剂，聚氨酯，N,N-二甲基乙醇胺在转速300r/min下搅拌4h，即得水性教室专用护眼

节能增亮涂料。

[0030] 实施例四：

一种教室专用护眼节能增亮涂料，原料按重量份数计包括：水性聚丙烯酸乳液100份，

空心玻璃微珠10份，荧光素钠0.01份，金红石型钛白粉3份，1-甲氧基-2  -丙醇3份，分散剂

0.5份，十二烷基苯磺酸钠0.1份，消泡剂0.03份，聚氨酯0.01份，N,N-二甲基乙醇胺1份，去

离子水50份。

[0031] 本发明提供的多功能涂料制备步骤为：

（1）去除空心玻璃微珠表面杂质并羟基化处理：将空心玻璃微珠在85℃水中磁力搅拌

2h后过滤，水洗3次后于60℃真空干燥2h得到固体。然后将洗净的空心玻璃微珠加入到

1mol/L的碳酸钾溶液中常温磁力搅拌3h，超声50min，抽滤，干燥得到表面羟基化的空心玻

璃微珠。

[0032] （2）硅烷偶联剂改性表面羟基化的空心玻璃微珠：将KH-560与去离子水按照1:10

混合搅匀，加入表面羟基化的空心玻璃微珠超声1h，在45℃条件下磁力搅拌3h，抽滤，干燥

得到表面硅烷偶联化的空心玻璃微珠。

[0033] （3）将去离子水置于干燥的反应器中，依次加入LH-YF-201609-D-1水性防沉分散

剂7703，1-甲氧基-2  -丙醇，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在转速500r/min下低速搅拌均匀，然后加入

空心玻璃微珠，金红石型钛白粉，荧光素钠在转速3000r/min高速搅拌1h至均匀即可。

[0034] （4）将水性丙烯酸乳液加入到上述制备的填料中，再加入SN-DEFOAMER  1349水性

涂料消泡剂，聚氨酯，N,N-二甲基乙醇胺在转速300r/min下搅拌4h，即得水性教室专用护眼

节能增亮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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