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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水性工业工程功能性防护涂料的开发及应用推广

推荐单位

保定市科技局
目前，我国涂料年产量已居世界第一，但占主导的依然是溶剂型涂料，释放大量 VOC，对环境及人类健康
造成巨大威胁，而环保水性工业涂料仅占 10%，远低于欧美国家，其原因是我国水性工业工程涂料性能差，不能
满足使用要求。国外产品价格昂贵，有的涂料（如水性风电涂料）性能也达不到要求。本项目针对我国工业工程
领域对水性涂料的需要，特别是与外界接触的面涂料的功能需求，通过研究水性涂料基料树脂间的交联成膜机理、
树脂分子和填料及功能助剂间相互作用机制等关键技术问题，解决了水性工业涂料抗风沙打击性差、防腐性低、
保光保色和耐候性不足等技术难题，设计开发出了水性风电涂料、水性机械防护涂料、水性工程防腐涂料、水性
耐污渍及抗菌防霉涂料等系列水性工业工程用的功能涂料，分别在风电设备、石油化工装备、金属防护、地铁和
建筑工程等领域进行了推广应用。
1.主要技术内容和创新点：

项目简介

(1) 根据“分子设计”原理，设计合成了水性聚氨酯/丙烯酸聚合物，引入水性氟碳树脂，探究了水性涂料的粘
弹性和防沙击机理，解决了涂层的抗风沙击问题。(2) 针对水性金属表面涂料保光保色性和耐候性差等问题，利
用水性醇酸改性丙烯酸聚氨酯树脂，增强涂料保光保色性和耐候性，开发了一种聚丙烯酸酯改性纳米粒子水性单
分散体，既克服了纳米粒子的分散问题 ，提高了抗紫外线性，增强了涂层的防腐、耐候和保光保色性。(3)针对
恶劣环境中水、Cl-、氧、酸碱分子等对涂层侵蚀问题，研究了涂层中聚合物、颜填料形成基料-填料一体的致密
保护层，提高了涂层耐水、附着力、抗侵蚀性和防腐性。 (4) 通过硬核软壳乳液壳层中-OH 基团与硅丙乳液发
生交联，形成 Si-O-Si 和 C-Si-C 交联网状结构，提高了涂层耐水性和硬度，增强了耐沾污浸渍性，利用有机无
机复合抗菌防霉剂相结合，提高了涂层抗菌防霉性。
2. 技术经济指标
通过研究解决功能涂料的多个技术难题，开发的涂料附着力达 1 级、耐老化 2000h、抗沙（石）击达 10 级，
耐擦洗 2000 次，耐污渍达 85，抗菌 99%，防霉菌 0 级，优于国产涂料，达到国际领先或先进水平。

3. 推广应用情况
开发的水性工业工程用功能涂料在晨阳集团建成了 8 条自动化水漆生产线，在衡水新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建成了专用聚合物乳液的生产 线，完成了项目所涉及省市科技项目，产品在京津冀、山东、河南、江苏和辽宁
等地的风电设备、石油化工装备、交通车辆和工程装饰等领域进行了推广。本项目研发促进了我国涂料行业的技
术进步和产品更新换代，推动了企业的转型升级、环保及节能减排工作。
河北科技大学对该项目产品进行了整体技术设计，对水性功业工程功能涂料及其专用聚合物乳液进行了小试
工艺研究，与晨阳集团共同进行了水性工业工程用功能涂料的研发和应用，与衡水新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一起
研发了功能 水性涂料需要的专用聚合物乳液，完成了涉及的河北省科技技术项目，研究了涂层中聚合物、颜填
主要完成单位及创
新推广贡献

料形成基料-填料一体的致密保护层的机制，提高了涂层耐水、附着力、抗侵蚀性。
河北晨阳工贸集团进行了该项目的实施和产品的推广应用，完成了所承担的省市科研项目，建成了 8 条全自
动化水漆生产线，对水性工业涂料和水性建筑工程涂料进行了工业化生产和推广应用示范。
衡水新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根据晨阳集团开发水性涂料的具体要求，主要进行了专用聚合物乳液的开发和
应用,生产出了不同功能涂料用的聚合物乳液，满足了河北晨阳集团制造该项目水性功能的需要。
该项目自 2010 年起先后在河北晨阳工贸集团水漆产业园的多条生产线上进行了生产，产品分别在京津冀、山

推广应用及经济社
会效益情况

东、河南、内蒙、辽宁、湖南、湖北、江苏上海和陕西等 20 余个省市的企业和工程上进行了推广应用，取得了
显著的经济效益。该项目的实施和示范应用推动了我国水性涂料的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换代，促进了产业转型发
展和人才培养，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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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9 年开始三方分别发挥各自优势，针对项目中功能性水漆的需求，开展了全方位的合作，河北科技大学主要负责水性功能涂料及
其水性树脂的设计研发和小试，河北晨阳工贸集团有限公司负责项目水漆产品的生产实施和推广应用，衡水新光新材料有限公司根据
项目中水漆的不同需求，与河北科技大学合作开发并生产了部分水性树脂乳液。唐二军教授研究室代表河北科技大学，参与了河北晨
阳工贸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建设的中国水性涂料产业联盟、河北省水性涂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河北省水性涂料企业重点实验室的共建，
也参与了衡水新光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河北省水性涂料胶粘剂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共建，唐二军也是上述研究平台专家委员会的
专家。该项目为共同合作开发完成的成果，本项目完成人为徐小东、唐二军、王瑞宏、董立志、刘艳菲、郭晓峰、姚蒙蒙、胡中源、
刘占川和田海水共十人。其中徐小东、郭晓峰、王瑞宏等共同完成了该项目所涉及的保定市科技计划项目“水性环保漆”
（课题组长徐
小东），唐二军、田海水和姚蒙蒙等完成了涉及的河北省科技计划 “高端水漆用水性树脂的关键技术联合研发” （项目负责人：唐二
军）的实施，徐小东、董立志、王瑞宏等共同参加完成了涉及的河北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项目组成员分别相互协作，是多个国
家发明专利的共同发明人和论文的共同作者。胡中源、董立志、郭晓峰等还是国家或化工行业标准制订的参与人，所有成员均参与了
该项目产业化和应用推广。由以上可见：项目组成员合作紧密，均为本项目的完成做出了突出贡献。需要指出的是河北晨阳工贸集团
还有多名人员在项目产业化和产品推广应用过程中做出了重出贡献，河北科技大学的部分老师、部分研究生和本科生也为本项目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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