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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 了塑料涂装 中的理 论和配 方设 计原则 ，为塑 料涂 料的生 产 和施工 提供 了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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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塑料工业 的迅速 发展 ，塑料制品广泛应用 

于各行各业，成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不可缺少的 

重要材料 。但是 ，塑料 除本 身耐紫外光等环境腐蚀性 

不甚理想外 ，在加工 成型过程 中表 面也常产生各 种 

缺陷。因此 ，在使用这些 塑料件时 ，为提高表面装饰 

性 、延长塑料件的使用寿命 ，必须对表面进行涂装。 

1 塑料涂料的选择 

塑料制 品种类繁 多 ，性能各异 。近年来 ，国内应 

用较 广泛 的塑料 有 PVC(聚氯 乙烯 )、ABS(改性 聚 

苯 乙烯 )、PE(聚乙烯 )、PP(聚丙烯 )、PS(聚苯 乙 

烯)、HIPS(高抗冲击聚苯乙烯)、PC(聚碳酸酯)、不 

饱和 聚酯 (玻璃钢)及 有机 玻璃等 。 

用 于塑料表 面 的涂料必 须具 备两个 基本 条 件 ： 

①涂料对塑料底材必须具 有 良好 的附着 力 ；②涂料 

不能过分溶蚀塑料表面。各种不同的塑料其结构和 

性能不 同，可选择 的涂料品种也不 同。ABS、PVC塑 

料的极性较大 ，和多种涂料 有较 强的亲和力 ，可选择 

的涂料品种较多 ，如热塑性 丙烯 酸漆 、醇酸改性丙烯 

酸漆、聚氨酯漆、硝基漆 、乙烯类漆等。而对于 PP、 

PE等非极性塑料应选择结构相似的树脂基料，这样 

可在界面上形成互混层，促进链段相互缠结以提高 

附着强度。有的塑料在成型过程中内部残存的内应 

力较 大 ，而塑料 (如 PS、PC等 )本 身耐溶剂性差 ，在 

选择涂料时一定要考虑到溶剂的溶解度参数与氢键 

值的大小 ，尽可能在不影响涂层附着力的前提下 ，使 

涂料基料溶剂的溶解度参数与塑料的溶解度参数之 

差尽可能大 ，这样 就不至 于过分 溶蚀 塑料表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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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表 3分 别列出 了常用塑 料型材 、树脂及 

溶剂的溶解度参数 ，单位为(J／m，){。 

表 1 各种塑料的溶解度参数 

塑料名称 溶解度参数 

聚丙烯 

聚乙烯 

聚苯 乙烯 

聚 氯乙烯 

ABS 

玻 璃钢 

有机 玻璃 

7．8～8 

9．5～ 9．7 

8．6～9．7 

9．5～ 9．7 

9．6～ 11．4 

9．1～ 12．8 

9．0～9．5 

表 2 各 种树脂 的溶解度 参数 

常用树脂 溶解度参数 

硝 基纤 维 

醋酸 丁酸 纤维 

氯乙烯醋酸乙烯树脂 

丙烯 酸树 脂 

氨基树脂 

短油度 醇酸 树脂 

有机 硅树 脂 

11．1～ 12．7 

11．1～ 12．7 

9．0～ 11．1 

8．9～9．5 

9．6～ 10．1 

8．0～ 11．0 

7．0～ 9．5 

表 3 各 种溶剂 的溶 解度 参数 

溶 剂 溶解度参数 

甲苯 8．9 

二 甲苯 8．8 

醋酸 丁酯 8．5 

醋酸 乙酯 9．0 

丙 酮 9．8 

甲 乙酮 9．3 

环 己酮 9．9 

丁 醇 l1．1 

三氯 甲烷 9．7 

二丙酮 醇 9．2 

塑料 漆 中使用的树脂 的溶解 度参数要尽量接近 

塑料 的溶解 度参数值 ，以使涂料膜 有较好 附着力 。 

涂料用溶 剂的溶解度参数与 塑料的溶解度参数相差 

得越大越好 ，以确保塑料表面不被溶解或咬起。同 

时也要求塑料漆中树脂的溶解度参数与塑料底材中 

所使用 的增 塑剂 的溶解 度参 数值 相差 得越 大越 好 ， 

以保证增塑剂不渗析。计算溶解度参数只是一个参 

考 ，因为 同一种塑料制 品由于制造工艺 、原材料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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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其溶解度参数也 会产生较大差距 ，所以必须通 

过实验来验证 。 

2 塑料涂装 

塑料本 身是高分子材料 ，其结 构和性 能与金属 

有很大 不同 ，同时 ，由于成型过程 中 ，模具本 身的缺 

陷及 配方 中的助剂 的渗 出 、模具表 面的脱模剂 的存 

在等等 ，都是金属涂装 时不需考 虑的但在塑料涂装 

所要 考虑 的首要 问题 。其 工艺条件如下 ： 

①前处理 由于塑料件表 面存 在 的脱模剂 与灰 

尘必须除去，在喷涂前用异丙醇擦拭 ，同时需清除塑 

料表面静 电。 

②涂 料调制 用专 用稀料将涂料稀 释至粘度为 

13～15 S(涂 一4杯)，充分搅匀后使用 。 

③ 喷涂 条件 喷枪 口径为 1．1～1．3 rllrll，工作 

压力 为 0．3～0．5 MPa，喷 嘴 与底 材 距 离 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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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氟化钡、氟化锶、氟硼酸钠等氟盐、氟钛酸盐、氟硼 

酸盐三类 系列产品的 出 口优势 ，做 到产 品系列化 、生 

产专业化。同时，要继续扩大纳米级碳酸钡产品的生 

产规模 。此外 ，有条件 的企业要积极发 展具有专 门用 

途的、超细、高纯、高附加值的无机精细化工产品。 

(6)橡胶工业 要 以河北鲸 鱼集 团 、衡水东风橡 

胶集 团为重点 ，重点抓好子午线 轮胎 、工程机械轮 

胎 、工程橡胶制 品 、精 密电子和电器 及军工配套橡胶 

制品的开发与生产 ，扩大市场份额 ，降低生产成本 。 

2．4．3 大力发展精细化工 不断开拓新领域和新材料 

精细化工产业是河北 省石 油化学工业 的发展重 

点 ，今后要重点发展涂料 、染料 、有机颜料及 中间体 、 

塑料加工助剂 、橡胶9n q-助剂 、医药 中间体 、饲料 添 

加剂、食 品添加剂 、纺织染整助剂 、皮革用化学 品 、油 

田用化学 品，特 别是 信息 用化 学品 、电子用化学 品和 

生物化工产品等新领域精细化学品。抓好金鱼涂料、 

廊坊 三威 、白龙化工 、捷 虹染化 、晨 虹油漆等企业 的 

发展工作，依靠技术创新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 

升级 ，以市场为导 向，努 力建设一批 各具特 色的 “小 

巨人 ”企 业 。 

涂料工业要大力发展节能、环保型和耐久性涂 

料 ，如水性涂料 、粉末涂料 、辐射固化涂料 、有机硅 、 

有机氟改性丙烯酸类涂料、重防腐涂料以及具有特 

殊功能 的专用涂料 。染料工业今后 要重 点发 展符合 

国家环保法规要求的高档分散染料、活性染料 、酸性 

染料 、还原染料 、弱酸性络合染 料、直 接染料 以及有 

害染料替代 产品等。 

30 CIll，膜厚控制 在 l3～l8⋯ 

① 干燥 对 不 同的 塑料 件 采用 不同 的干 燥 条 

件。ABS等耐温性不好 的塑 料在烘 道内温度控制 在 

5O℃左右 ，时间以 25 nlin左右为宜 ；I P等塑料件 

采用 7O～8O℃ 、20 rain的干燥条 件。工件在进入烘 

道前 必须经过 5～l0 min的流平 。 

3 结 论 

塑料涂料是较 复杂的一类 ，其配方 因塑料底材 

的不同差别很大 ，掌握塑 料涂料 配方理 论 ，解决涂料 

在塑料底材表面 的润湿和附着力 问题是此类涂料 的 

技术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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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颜料行 业要加大高档有机颜料 、精制有机 

颜料品种 的开发 力度 ，积极发展市场急需 的重要 中 

间体生产。充分利用河北省纺织 、印染工业发达的 

优势 ，大力开发与其 配套 的纺织印染助剂 ，特 别是开 

发超细纤维用 系列助剂 、高效短流程前处理助剂 、低 

温漆料印刷粘和剂、环保型增稠剂、高效多功能固色 

剂、耐久吸水性柔剂、涤棉阻燃剂、防水防油整理剂 

等 。 

医药 中间体行业要 紧密 结合石 家庄 医药生产企 

业 多、相对 集 中的特点 ，积极发展市场急需 、高附加 

值的医药中间体。石家庄精细化工基地要把医药中 

间体作 为主导发 展方 向。 

新领域精 细化工要 重点 抓好饲料添加 剂中的蛋 

氨酸 、赖氨酸 、泛 酸钙 、维 生素 (E、A、D)、丙 酸和脱 

氟磷酸盐 、食 品添加剂 中的 L一乳酸 、山梨酸 、核 

酸 、安全的脂肪和蔗糖代用品、造纸化学品中的乳液 

松香 、AKD、EDTA、高分子量 聚丙烯 酰胺 、天然或 

半天然 絮凝剂 ，生物化工产 品中的新 型酶制剂 、新型 

可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 、长链二元酸、新型生产农药 

等产品的开发工作。 

化工新材 料要在 自我开 发的同时 ，加快对外 引 

进和合作的步伐，创造条件，吸引外资和拥有先进技 

术的外商来华合资 、合作，建设具有世界水平的新材 

料生产基地 ，力争使 有机硅 、有机氟 、聚碳 酸酯 、聚苯 

硫醚、膜材料、芳纶 、碳纤维以及主要感光、信息化学 

品和功能性高分子材料 ，形成规模化生产 ，并加强深 

加工和应用，使之既能满足支柱产业的需要，又能带 

动传统产业向高技术 、高附加值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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