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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引言 

塑料材料因其密度小、价格低廉、制造方便等优点 

在工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如汽车挡泥板、摩托车部 

件、手机 、计算机 、电视机外壳、音响设备、照相机、工艺 

品、仪器仪表外壳等都使用塑料。但塑料制品模压时 

会产生颜色不匀、色泽单调、废品率高、回收后应用困 

难等弊端【】I。若用油漆涂装，按色泽、光泽 、图案等要求 

加工，可掩盖其颜色不匀、色泽单调、花斑疵点、日晒老 

化变脆、划痕等缺点，使不合格变为合格；通过涂装也 

可大大改进塑料制品的防污、防静电吸尘、改善手感及 

美观性。 

制作塑料件常用的塑料品种有 ABS、PVC、PS、 

HIPS、PC、PP、HIPP、PE、尼龙、聚醚以及塑料橡胶复合 

物等 I。这些塑料制品有些耐热性较差 ，常用耐候性 、 

保光保色性能较好的白干型涂料涂装，如热塑性丙烯 

酸漆、聚氨酯漆，调配成单色漆 、金属漆、亚光漆 、桔纹 

漆等。由于不同的塑料本身的强度、结构性能、内部应 

力、热变形温度、耐化学、耐冲击性及表面光洁度等不 

同，涂料涂装的难易程度、涂装工艺也会不同；特别是 

成本低、易加工、机械性能优良的聚烯烃(PP、PVC、PE 

等)，市场需求量大，且增长迅速，而这类塑料的表面自 

由能低，涂料难以附着，为涂装带来了很大困难 ，因而 

对它们的涂装技术要求很高。下面就塑料涂装中的一 

些基本原则和采用的措施作一归纳。 

2 涂料对塑料粘附性的理论 

涂料的种类很多，选择塑料和涂料体系，必须保证 

选择的涂料体系对塑料有足够的附着力。要获得足够 

的附着力必须遵循一些基本原则 ：对底材要润湿 ；塑料 

边界层要有足够的内聚强度；避免塑料和涂料过渡层 

积累内应力等。 

底材的润湿程度可通过测定涂料润湿塑料时的接 

触角来判定，接触角的大小可直接反映底材表面自由 

能的大小。接触角小，润湿性就好，表面能越低的底材 

越难润湿。为得到良好的润湿，常在涂料中加入有机 

硅偶联剂来降低液体涂料的表面张力。选择合适的涂 

料仅仅是获得 良好附着力的前提条件 ，底材表面的自 

然特性对涂料在其表面的附着起主要作用，塑料底材 

的注塑条件对其表面影响很大，如注塑压力、温度、时 

间、注塑冷却速率等因素 ；塑料零件喷涂前所处的条 

件对附着力也有较大影响，例如温度、湿度、内应力以 

及表面光洁度。内应力可以在零件注塑过程或修剪过 

程中形成。涂料在喷涂及固化过程中，溶剂迁移或加 

热塑料使其松弛、收缩 ，可有效降低内应力。复合塑料 

底材的结晶度越高，涂料在其表面的附着力越小。 

塑料涂装附着力的理论主要有：De~aguin̈ 提出 

的静电理论；吸收和机械咬合理论；Xyutskiit 提出的 

扩散理论。其中，扩散理论得到较多的承认，它认为涂 

层附着力的大小与涂料扩散到塑料底材内部能力的大 

小密切相关。涂料一旦渗透到塑料底材中，渗透物与 

塑料底材问存在的静电和机械咬合现象将明显增强二 

者之间的附着力。 

塑料表面用涂料应具备以下性质 · ： 

①涂料对塑料底材必须有良好的结合力；②涂料 

不能过分溶蚀塑料表面；③涂料应具有一定的硬度和 

韧性，以克服涂料的日常磨损；④根据塑料底材的需要 

配置性能各异 、色彩鲜艳、丰满光亮 、耐候性强的涂料； 

⑤施工方便，常温 白干，干燥速率要适宜，且能掩盖塑 

料制品成型过程中所产生的小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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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涂膜与塑料底材有良好的附着力，涂料充分 

润湿底材的同时，涂料中的溶剂对塑料要有轻微的溶 

解，使涂料与塑料表面有一个互溶层，这样就使涂料与 

底材结合在一起 ，产生良好的附着力。但涂料也不能 

过分溶蚀塑料底材表面，否则塑料底材表面会凸凹不 

平 ，漆膜起皱，流平性不好，外观难看。 

3 塑料用涂料的配方设计 
从以上理论观点出发，设计塑料用涂料的配方时， 

除保证涂料的树脂施工时不拉丝、易于流平、常温易自 

干、漆膜丰满度好、耐候性好外，选择溶剂体系是配方 

的关键。设计恰当的溶剂体系，可提供与塑料底材相 

近的溶解度参数 ，做到对底材附着力好又不明显溶蚀 

底材，保证漆膜流平性好，外观平整光滑，干燥速度适 

宜。目前使用的涂料体系很多，根据塑料不耐温的特 

点和对漆膜的要求，大多选择综合性能优异的常温自 

干型热塑性丙烯酸涂料和低温烘烤的聚氨酯涂料。每 

种塑料底材都有固定的溶解度参数 ，而溶剂体系的 

溶解度参数 6可根据下式求得： 

6= l 6l+ 262+ 363+⋯ ⋯ + 

式中： ；是溶剂体系中某一组分的体积分数，& 

是该溶剂的溶解度参数。同样依下式可计算漆料的溶 

解度参数： 

6p=tpR6R+ s 

式中： ， 。分别为溶剂和树脂的体积分数； ， 

6。分别是溶剂和树脂的溶解度参数。有了涂料的溶解 

度参数 ，再与塑料底材的溶解度参数 相比，判断 

溶剂体系是否合适。一般来说，f 一 f>2时易在塑 

料底材上产生良好附着而不溶蚀底材。如 HIPS的 

为8．6 9．7，漆料的 应在 10．6～1 1．7之间才可以 

匹配。 

另一种方法是按量计算，陆续调入不同的溶剂，将 

溶剂涂在塑料底材上，以混合溶剂刚好侵蚀塑料底材 

为准㈧。以这样的溶剂配制涂料，一般经过几次试验就 

可确定漆料体系。在确定溶剂体系时，要兼顾溶剂的 

挥发速度。溶剂挥发太快，漆料流平性不好 ，易产生针 

孔、泛白等弊病；溶剂挥发太慢，漆料易流淌，固化速度 

太慢。一些常见溶剂的溶解度参数和挥发速率常数在 

溶剂手册上可查到。表 1、表 2是部分塑料底材和树脂 

的溶解度参数。 
表 l 塑料的溶解度参数 

塑料名称 溶解度参数 塑料名称 溶解度参数 

PP 7．8～8．O ABS 9．6～11．4 

PE 9．5～9．7 PMMA 9．0—9．5 

PS 8．6～9．7 玻璃钢 9．1 12．8 

PVC 9．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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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树脂的溶解度参数 

树脂名称 溶解度参数 树脂名称 溶解度参数 

硝基纤维 11．1—12．7 短油醇酸树脂 8．0—11．0 

CAB 11．1—12，7 有机硅树脂 7．0—11．5 

丙烯酸树脂 8．9—9．5 氯乙烯醋酸乙烯树脂 9．0—11．1 

氮基树脂 9．6～10．1 

4 塑料表面处理及注意事项 
塑料表面涂装比在钢铁木材上要困难得多，要根 

据不同的塑料底材选择不同配方的涂料，必要时涂装 

前要进行表面处理。使用的处理方法有等离子放电、 

重铬酸钾和高锰酸钾酸性溶液清洗和溶剂清洗等。现 

在这些方法较少使用 ，主要在涂料配方中做文章，大气 

的温度和湿度也是影响涂料附着力的重要因素，应加 

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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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HIPS等塑料对溶剂敏感，容易被溶剂溶蚀，且耐温 

性较差，一般选择常温自干的热塑性丙烯酸漆、改性丙 

烯酸漆或硝基漆等，并小心选择配套稀释剂；对于非极 

性的聚烯烃 PP、PE，涂料在其表面难以润湿和附着，且 

它们的耐溶剂性很强，难度最大，比较实际的办法是加 

涂一层薄层底漆 (过渡层)，此底漆中溶解一部分氯化 

烯烃(CPO)，以增加面漆附着力。 

5 结论 

塑料涂料是涂料体系较复杂的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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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