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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吸波涂料，通过包覆有丙烯

酸树脂的羰基铁粉和包覆有异氰酸酯基团树脂

的吸波合金粉相连接的吸收剂，在涂层中能够达

到两种吸收剂在涂料和最终的涂层中均能实现

等比例的均匀分布，进而一方面使得吸收剂在涂

层中分布均匀和稳定，涂层的吸波频宽更宽和吸

波强度更好。具有更好的冲击性能和柔韧性能，

不会出现局部易断裂的情况，不易被腐蚀，并且

涂层表面平整度更好。所以该涂料能够实现宽频

高强度的吸波效果且每个区域吸波效果相同且

稳定，兼具良好的力学性能和耐腐蚀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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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吸波涂料，包括树脂基体，辅料和吸收剂C，其特征在于，吸收剂C是包覆有羟基

丙烯酸树脂的羰基铁粉和包覆有多异氰酸酯预聚体的吸波合金粉相连接的吸收剂，其中，

包覆有羟基丙烯酸树脂的羰基铁粉表面的羟基和包覆有多异氰酸酯预聚体的吸波合金粉

表面的NCO基团发生反应使两者紧密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吸波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波合金粉选择铁硅铬钼或铁硅

铬或铁硅铝或铁钴铝中的一种或多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吸波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收剂C采用下述方法得到：

将羟基丙烯酸树脂包覆在羰基铁粉表面，称为吸收剂A，将多异氰酸酯预聚体包覆在吸

波合金粉表面，称为吸收剂B，将吸收剂A和吸收剂B放置于溶剂中，吸收剂A表面的羟基和吸

收剂B表面的NCO基团反应，使得吸收剂A和吸收剂B能够紧密连接在一起形成吸收剂C。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吸波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收剂C中羟基丙烯酸树脂与多

异氰酸酯预聚体的质量比为100:（15‑3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吸波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波涂料包括A组分、B组分，A组

分包括按照重量份计的以下原料：树脂基体80‑100份，辅料18‑30份，吸收剂C  40‑60份；B组

分包括按照重量份计的原料：10‑30份固化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吸波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树脂基体包括环氧树脂、氟碳树

脂、氨基树脂、聚氨酯树脂、醇酸树脂、有机硅树脂中的一种；所述辅料为溶剂、防沉剂按重

量比为（15‑25）:1的混合物。

7.根据权利要求3或6所述的吸波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溶剂为二甲苯、环己酮、乙酸

丁酯的一种。

8.一种吸波涂层，由权利要求1‑7任意一项所述的吸波涂料制备得到。

9.权利要求1‑7任意一项所述吸波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步骤一：将树脂基体和辅料混合充分搅拌至固体完全溶解；

步骤二：在保持搅拌的状态下加入称量好的吸收剂C到步骤一所得的混液体中，高速分

散后，在确认均匀无团聚现象后即制得可用的吸波涂料。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一和步骤二所述搅拌转速

为10rpm～800rpm，搅拌时间为  1min～6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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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吸波涂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吸波涂料领域，具体为一种吸波涂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雷达吸波涂料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雷达吸波材料，它具有较好的吸波效果，并且

易于施工，可以用于飞行器或者海洋船舶时进行吸波以达到雷达隐身效果。其中合金粉用

于较低频的吸波，羰基铁粉用于较高频的吸波，兼具高频和低频的吸波以达到较宽频的吸

波范围十分重要。同时工程应用于飞行器和在船舶行驶在海洋时需要满足十分优异的力学

性能和耐腐蚀的性能。但是大部分涂料较难满足如此多条件要求，因此工程应用时制备出

满足兼具宽频的吸波性能和力学以及耐腐蚀的涂料十分重要。另一方面，吸收剂在涂层中

的分布不均匀，会导致涂层表面某些地方吸波性能好，另一区域吸波性能差，不能达到稳定

的吸波效果。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吸波涂料及其制备方法。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吸波涂料，包括树脂基体，辅料和吸收剂C，吸收剂C是包覆有羟基丙烯酸树脂

的羰基铁粉和包覆有多异氰酸酯预聚体的吸波合金粉相连接的吸收剂。

[0006] 优选地，所述吸波合金粉选择铁硅铬钼或铁硅铬或铁硅铝或铁钴铝中的一种或多

种。

[0007] 优选地，所述吸收剂C采用下述方法得到：将羟基丙烯酸树脂包覆在羰基铁粉表

面，称为吸收剂A，将多异氰酸酯预聚体包覆在吸波合金粉表面，称为吸收剂B，将吸收剂A和

吸收剂B放置于溶剂中，吸收剂A表面的羟基和吸收剂B表面的NCO基团反应，使得吸收剂A和

吸收剂B能够紧密连接在一起形成吸收剂C。

[0008]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吸收剂C采用下述方法得到：二甲苯溶剂中在氮气保护下加入

羰基铁粉和羟基丙烯酸树脂，100‑200转/分混合搅拌2‑3小时，沉降分离，滤出固体，氮气保

护下干燥，得到吸收剂A，将多异氰酸酯预聚体包覆在吸波合金粉表面，即二甲苯溶剂中在

氮气保护下加入多异氰酸酯预聚体和吸波合金粉，100‑200转/分混合搅拌2‑3小时，沉降分

离，滤出固体，氮气保护下干燥，得到称为吸收剂B，将吸收剂A和吸收剂B放置于溶剂中，吸

收剂A表面的羟基和吸收剂B表面的NCO基团反应，使得吸收剂A和吸收剂B能够紧密连接在

一起形成吸收剂C。

[0009] 进一步优选地，羟基丙烯酸树脂与羰基铁粉的质量比为(30‑40):100，多异氰酸酯

预聚体与铁硅铬钼粉质量比为(20‑35)：100。

[0010]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吸收剂C中羟基丙烯酸树脂与多异氰酸酯预聚体的质量比为

100:(15‑30)。

[0011] 优选地，所述吸波涂料包括A组分、B组分，A组分包括按照重量份计的以下原料：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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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基体80‑100份，辅料18‑30份，吸收剂C  40‑60份；B组分包括按照重量份计的原料：10‑30

份固化剂。

[0012] 优选地，所述树脂基体包括环氧树脂、氟碳树脂、氨基树脂、聚氨酯树脂、醇酸树

脂、有机硅树脂中的一种；所述辅料为溶剂、防沉剂按重量比为(15‑25):1的混合物。

[0013] 优选地，所述溶剂为二甲苯、环己酮、乙酸丁酯的一种；所述防沉剂为byk161(德国

BYK分散剂BYK161)。

[0014] 一种吸波涂层，由所述吸波涂料制备得到。

[0015] 所述吸波粉末涂料的制备涂层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6] 步骤一：将树脂基体和辅料混合充分搅拌至固体完全溶解；

[0017] 步骤二：在保持搅拌的状态下加入称量好的吸收剂C到步骤一所得的混液体中，高

速分散后，在确认均匀无团聚现象后即制得可用的吸波涂料。

[0018] 优选地，所述步骤一和步骤二所述搅拌转速为10rpm～800rpm，搅拌时间为1min～

60min。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0] 本发明的创新点重点体现在：因两种吸收剂表面均是树脂包覆，其用于涂料时与

涂料混合均匀性更好。而吸收剂A和吸收剂B能按一定比例连接，在涂层中能够达到两种吸

收剂在涂料和最终的涂层中均能实现等比例的均匀分布，进而一方面使得吸收剂在涂层中

分布均匀和稳定，另一方面羰基铁粉和合金粉在每个涂层区域均能等比例分布，吸波性能

稳定，且兼具羰基铁粉和合金粉的吸波范围不同，使涂层的吸波频宽更宽和吸波强度更好。

在力学性能上，因为其均匀分布涂层具有更好的冲击性能和柔韧性能，不会出现局部易断

裂的情况，在耐腐蚀性能上，表面包覆的树脂能对羰基铁粉和吸波合金粉进行保护，不易被

外部腐蚀，进而提高了整体涂层的耐腐蚀性能。并且涂层表面平整度更好。所以该涂料能够

实现宽频高强度的吸波效果且每个区域吸波效果相同且稳定，兼具良好的力学性能和耐腐

蚀性能。

[0021] 其中，测量吸收剂A的羟基含量和吸收剂A中羰基铁粉的含量。测量吸收剂B中合金

粉的含量和异氰酸酯含量。根据羟基和异氰酸酯的反应比例，可以计算出每份羰基铁粉和

合金粉的质量配比。通过调节吸收剂A表面的丙烯酸包覆量和吸收剂B表面的异氰酸酯基团

的树脂包覆量，优选出吸收剂A中羰基铁粉和吸收剂B中合金粉质量比的配方。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通过实施案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本实施案例在以本发明技术为前

提下进行实施，现给出详细的实施方式和具体的操作过程来说明本发明具有创造性，但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以下的实施案例。

[0023]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

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0024] 实施例1

[0025] 一种吸波涂料，包括树脂基体，辅料和吸收剂C，吸收剂C是包覆有羟基丙烯酸树脂

的羰基铁粉和包覆有多异氰酸酯预聚体的吸波合金粉相连接的吸收剂。

[0026] 所述吸波合金粉选择铁硅铬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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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所述吸收剂C采用下述方法得到：二甲苯溶剂中在氮气保护下加入羰基铁粉和羟

基丙烯酸树脂，150转/分混合搅拌2.5小时，沉降分离，滤出固体，氮气保护下干燥，得到吸

收剂A，将多异氰酸酯预聚体包覆在吸波合金粉表面，即二甲苯溶剂中在氮气保护下加入多

异氰酸酯预聚体和吸波合金粉，200转/分混合搅拌2小时，沉降分离，滤出固体，氮气保护下

干燥，得到称为吸收剂B，将吸收剂A和吸收剂B放置于二甲苯溶剂中，吸收剂A表面的羟基和

吸收剂B表面的NCO基团反应，使得吸收剂A和吸收剂B能够紧密连接在一起形成吸收剂C。

[0028] 羟基丙烯酸树脂与羰基铁粉的质量比为30:100，多异氰酸酯预聚体与铁硅铬钼粉

质量比为25：100。

[0029] 所述吸收剂C中羟基丙烯酸树脂与多异氰酸酯预聚体的质量比为100:25。

[0030] 所述树脂基体为102C‑4H环氧树脂，占比80份，辅料20份，吸收剂C  48份。

[0031] 所述辅料为溶剂、防沉剂按重量比为23:1的混合物。

[0032] 所述溶剂为二甲苯；所述防沉剂为byk161(德国BYK分散剂BYK161)。

[0033] 一种吸波涂层，由所述吸波涂料制备得到。

[0034] 所述吸波粉末涂料的制备涂层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5] 步骤一：将树脂基体和辅料混合充分搅拌至固体完全溶解；

[0036] 步骤二：在保持搅拌的状态下加入称量好的吸收剂C到步骤一所得的混液体中，

[0037] 高速分散后，在确认均匀无团聚现象后即制得可用的吸波涂料。

[0038] 所述步骤一和步骤二所述搅拌转速为100rpm，搅拌时间为25min。

[0039] 制备得到的涂料与E44固化剂混合，喷涂到900×900mm的金属板上，喷涂厚度为

1mm。

[0040] 涂层固化后，将吸波金属板平均切割成180×180mm的吸波金属板25块，随机抽取9

块板，测试吸波涂层的吸波性能。采用GJB5023.1‑2003测试标准，测试结果如下表1：

[0041] 表1

[0042]

[0043] 从上述数据可看出，涂层每一小部位的吸波性能相差极小，可见吸波性能的稳定

效果。耐腐性性能好，表面平整度高，附着力14.8MPa，柔韧小于2mm。

[0044] 实施例2

[0045] 一种吸波涂料，包括树脂基体，辅料和吸收剂C，吸收剂C是包覆有羟基丙烯酸树脂

的羰基铁粉和包覆有多异氰酸酯预聚体的吸波合金粉相连接的吸收剂。

[0046] 所述吸波合金粉选择铁铁硅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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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所述吸收剂C采用下述方法得到：所述吸收剂C采用下述方法得到：二甲苯溶剂中

在氮气保护下加入羰基铁粉和羟基丙烯酸树脂，100转/分混合搅拌2.5小时，沉降分离，滤

出固体，氮气保护下干燥，得到吸收剂A，将多异氰酸酯预聚体包覆在吸波合金粉表面，即二

甲苯溶剂中在氮气保护下加入多异氰酸酯预聚体和吸波合金粉，180转/分混合搅拌2小时，

沉降分离，滤出固体，氮气保护下干燥，得到称为吸收剂B，将吸收剂A和吸收剂B放置于溶剂

中，吸收剂A表面的羟基和吸收剂B表面的NCO基团反应，使得吸收剂A和吸收剂B能够紧密连

接在一起形成吸收剂C。

[0048] 羟基丙烯酸树脂与羰基铁粉的质量比为40:100，多异氰酸酯预聚体与铁硅铬钼粉

质量比为35：100。

[0049] 所述吸收剂C中羟基丙烯酸树脂与多异氰酸酯预聚体的质量比为100:25。

[0050] 树脂基体是pf501氟碳树脂100份，辅料25份，吸收剂C  55份。

[0051] 所述辅料为溶剂、防沉剂按重量比为20:1的混合物。

[0052] 所述溶剂为乙酸丁酯；所述防沉剂为byk161(德国BYK分散剂BYK161)。

[0053] 一种吸波涂层，由所述吸波涂料制备得到。

[0054] 所述吸波粉末涂料的制备涂层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5] 步骤一：将树脂基体和辅料混合充分搅拌至固体完全溶解；

[0056] 步骤二：在保持搅拌的状态下加入称量好的吸收剂C到步骤一所得的混液体中，

[0057] 高速分散后，在确认均匀无团聚现象后即制得可用的吸波涂料。

[0058] 所述步骤一和步骤二所述搅拌转速为200rpm，搅拌时间为50min。

[0059] 制备得到的涂料与N75固化剂混合，喷涂到900×900mm的金属板上，喷涂厚度为

1mm。

[0060] 涂层固化后，将吸波金属板平均切割成180×180mm的吸波金属板25块，随机抽取9

块板，测试吸波涂层的吸波性能。采用GJB5023.1‑2003测试标准，测试结果如下表1：

[0061] 表2

[0062]

[0063]

[0064] 从上述数据可看出，涂层每一小部位的吸波性能相差极小，可见吸波性能的稳定

效果。耐腐性性能好，表面平整度高，附着力14.5MPa，柔韧小于2mm。

[0065] 实施例3

[0066] 一种吸波涂料，包括树脂基体，辅料和吸收剂C，吸收剂C是包覆有羟基丙烯酸树脂

的羰基铁粉和包覆有多异氰酸酯预聚体的吸波合金粉相连接的吸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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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所述吸波合金粉选择铁硅铬钼与铁硅铬按质量比为1:2的组合物。

[0068] 所述吸收剂C采用下述方法得到：所述吸收剂C采用下述方法得到：二甲苯溶剂中

在氮气保护下加入羰基铁粉和羟基丙烯酸树脂，100转/分混合搅拌3小时，沉降分离，滤出

固体，氮气保护下干燥，得到吸收剂A，将多异氰酸酯预聚体包覆在吸波合金粉表面，即二甲

苯溶剂中在氮气保护下加入多异氰酸酯预聚体和吸波合金粉，180转/分混合搅拌2.3小时，

沉降分离，滤出固体，氮气保护下干燥，得到称为吸收剂B，将吸收剂A和吸收剂B放置于溶剂

中，吸收剂A表面的羟基和吸收剂B表面的NCO基团反应，使得吸收剂A和吸收剂B能够紧密连

接在一起形成吸收剂C。

[0069] 羟基丙烯酸树脂与羰基铁粉的质量比为38:100，多异氰酸酯预聚体与铁硅铬粉质

量比为30：100。

[0070] 所述吸收剂C中羟基丙烯酸树脂与多异氰酸酯预聚体的质量比为100:28。

[0071] 树脂基体是BD3108‑70‑F醇酸树脂90份，辅料28份，吸收剂C  55份。

[0072] 所述辅料为溶剂、防沉剂按重量比为22:1的混合物。

[0073] 所述溶剂为乙酸丁酯；所述防沉剂为byk161(德国BYK分散剂BYK161)。

[0074] 一种吸波涂层，由所述吸波涂料制备得到。

[0075] 所述吸波粉末涂料的制备涂层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6] 步骤一：将树脂基体和辅料混合充分搅拌至固体完全溶解；

[0077] 步骤二：在保持搅拌的状态下加入称量好的吸收剂C到步骤一所得的混液体中，高

速分散后，在确认均匀无团聚现象后即制得可用的吸波涂料。

[0078] 所述步骤一和步骤二所述搅拌转速为30rpm，搅拌时间为5min。

[0079] 制备得到的涂料与DX‑35固化剂混合，喷涂到900×900mm的金属板上，喷涂厚度为

1mm。

[0080] 涂层固化后，将吸波金属板平均切割成180×180mm的吸波金属板25块，随机抽取9

块板，测试吸波涂层的吸波性能。采用GJB5023.1‑2003测试标准，测试结果如下表1：

[0081] 表3

[0082]

[0083] 从上述数据可看出，涂层每一小部位的吸波性能相差极小，可见吸波性能的稳定

效果。耐腐性性能好，表面平整度高，附着力16MPa，柔韧小于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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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 实施例4

[0085] 在实施例1(吸收剂C是包覆有丙烯酸树脂的羰基铁粉和包覆有异氰酸酯基团树脂

的吸波合金粉相连接的吸收剂)基础上，其它条件相同，若不采用包覆，仅将吸收剂C改为羰

基铁粉和吸波合金粉的混合物，

[0086] 吸收剂C是羰基铁粉和吸波合金粉按照质量比同实施例1中的混合物。

[0087] 得到的涂层。采取同样方式进行检测。测试结果如下表4：

[0088] 表4

[0089]

[0090] 表4可见涂层每小部位吸波性能并不能稳定，每小部位吸波性能相差较大。且吸波

强度明显不如实施例1中的吸波强度。

[0091] 上述实施例仅为本发明的优选技术方案，而不应视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本申请中

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在不冲突的情况下，可以相互任意组合。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

以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方案，包括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方案中技术特征的等同替换方案为

保护范围。即在此范围内的等同替换改进，也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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