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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浆 涂 层 生 产 工 艺

何诗彪
（湖北汉科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湖北 荆州! "#"$$$）

摘! 要：用糊状聚氯乙烯树脂“填平”基布的凹凸面，以减少光的漫反射，使入射光尽可能按同一方向被

反射，从而达到提高银浆涂层亮度的目的。文中介绍了聚丙烯酸酯、聚氨酯和聚氯乙烯三种涂层剂的合成方

式、性能及涂层工艺，并指出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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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银浆涂层不仅赋予织物防水、防钻绒性能，同时使

织物具有遮光、反光、抗紫外线及反射红外线的效果。

该产品用于服装加工，保暖性能明显优于其他涂层品

种；用于遮阳伞、遮光窗帘，更能显现其独特的功效。由

于上述大部分性能可以从涂层面的亮度体现出来，所以

银浆涂层后的银面亮度是涂层技术人员及广大客户所

追求的主要指标之一。本文结合银浆涂层织物“亮丽

银”的生产，对银浆涂层的生产工艺作简单介绍。

’! 基布及设备的选用
67 67 基布

基布以织物结构紧密、布面平整的 ’($%、.’$% 尼

丝纺为最佳，涤棉布和牛津布等也可用作基布，但效果

稍差一点，并且需要作轧光前处理。

67 87 化学试剂

乳液 法 89: 树 脂［’］，8; 涂 层 胶，单 组 分 聚 氨

酯［.］，铝银浆及其他助剂。

铝银浆按粒度可分为 .)$ 目、#.$ 目等不同品种。

其中外观呈扁平状的反光性强，呈颗粒状的涂层均匀

性好；目数低的遮盖力好，光泽强。但目数太低，由于

涂布不均匀反而会造成遮盖力下降，反射光线不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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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般选用 #.$ 目、呈扁平状的铝银浆［"］。

在 89: 涂层中，为了弥补 89: 树脂本身的缺陷，

需加入相应助剂来改善其性能。一般添加的助剂有增

塑剂［邻苯二甲酸二丁酯（=>8）、邻苯二甲酸二辛酯

（=,8）等］、热稳定剂（ 硬脂酸盐）、抗氧化剂等。此

外，8; 涂层中还需加入多异氰酸酯交联剂，以增加其

反应性能。而无论 8; 和 8? 涂层均需加入溶剂（如甲

苯、乙酸乙酯、丁酮和 =@A 等），以调节涂层剂的粘度。

67 97 设备

在涂层设备中，浮动刮刀涂层机和磁性辊上刮刀

涂层机均可用于生产。从涂层的均匀性看，磁性辊上

刮刀涂层机的刮刀对基布的压力左中右均匀，涂层量

的控制非常方便，所以选用磁性辊上刮刀涂层机作“亮

丽银”生产设备。

若烘箱的热源为油锅炉加热，可直接用于生产；若

以蒸汽加热，则需有一台定形机进行 89: 塑化处理。

.! 生产工艺
87 67 工艺设计

如前所述，涂层银面要达到较高的亮度，必须使入

射光尽可能多地从一个方向反射，尽量减少光的吸收

和漫反射。一般用于直接涂层的纺织品都是由经纬纱

交织而成的［#］，织物表面极不平整，直接涂层，势必造

成涂层膜对光形成漫反射。原工艺设计将织物先进行

轧光整理，将经纬纱交织点尽量轧平，然后再涂层，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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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该方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涂

层面亮度不高的问题；并且织物轧得越平，其涂层膜与

织物的剥离强度越差，通过兼顾两者性能的涂层工艺

所生产出的产品不尽如人意［!］。而如果织物用 "#$
树脂进行“ 填平”处理后，再进行银浆涂层，则上述两

个问题均得到解决，只是在 "#$ 涂层之前应用 "% 涂

层打底，防止 "#$ 涂层浆渗漏，影响布面外观［&］。另

外，对浅色织物，为防止银色对布面颜色的影响，可在

"#$ 涂层浆中加入适量的塑料专用白涂料。

工艺流程’ ()*+、,(*+ 尼丝纺""% 打底"烘燥

""#$ 涂层"加温塑化""- 银浆面涂"烘燥"成品

!" !# $% 打底

,. ,. (’ 打底配方（份）

"% 涂层胶’ ’ ’ ’ ’ ’ ’ ’ (**
多异氰酸酯交联剂 ( / ,
乙酸乙酯 &
甲苯 适量

先将乙酸乙酯加入多异氰酸酯交联剂中调匀，然

后加入涂层胶中搅拌，边搅拌边加入甲苯调节粘度至

0*** / (**** 1"2·3。搅匀后静置 4* 156，或抽真空

脱泡。

,. ,. ,’ 工艺条件

选用锐角刮刀，调整刮刀角度为 (,*7，调节磁性辊

的磁力为 )& 8，控制烘箱前区温度为 9* / 0*:，后区

温度 ((* / (,*:，烘燥时间 4* 3。
!" &# $’( 涂层

,. 4. (’ "#$ 涂层配方（份）

乳液法 "#$ 树脂 (**
;<" &*
;=" &*
硬脂酸锌 *. &
硬脂酸钡 (. *
硬脂酸钙 (. ,
白涂料（浅色织物用） 适量

先在硬脂酸盐和白涂料中加入少量增塑剂，搅匀，

然后与 "#$ 树脂一起倒入搅拌机中，再加入余下的增

塑剂，搅匀后用三辊研磨机研磨 ( / , 次，最后将磨好

的配料再搅拌 & / (* 156，静置 4* 156 或抽真空进行脱

泡处理。

,. 4. ,’ 工艺条件

选用锐角刮刀，调整刮刀角度 ((*7，调节磁性辊磁

力 0* 8，控制烘箱温度 (9* / ()*:，塑化时间 , / 4
156，涂层后的织物经冷水辊冷却后打卷。

!" )# $* 银浆面涂

,. !. (’ 银浆配方（份）

单组分聚氨酯’ ’ ’ ’ ’ ’ &*
4,* 目铝银浆 (*

（或银沉 ,、银浮 0）

甲乙酮 ,& / 4*
;>? &
将部分溶剂加入到铝银浆中，搅匀后再加入聚氨

酯胶，边搅拌边加入余下的溶剂，调整粘度 &*** / @***
1"2·3，静置 4* 156 或抽真空脱泡。

,. !. ,’ 工艺条件

选用锐角刮刀，刮刀角度为 ((*7，调节磁性辊磁力

0* 8，控制前区烘箱温度 (4*:，后区温度 (&*:，烘燥

时间 4* / !* 3。

4’ 注意事项
在生产过程中，对配料及涂刮工艺需特别注意。

"#$ 配料过程中，要使 "#$ 树脂充分吸收增塑剂，并

防止类似“鱼眼”现象的发生，应严格控制 "#$ 质量。

在聚氨酯涂层中，经常会发生拖刀和掉珠现象，而这种

现象在一般防雨涂层中不十分突出，而经几次底涂再

面涂时，这种现象非常严重，如抗高水压的牛津布产品

及本产品在最后一次涂布中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原

因除与聚氨酯流体性质有关外，还可能与聚氨酯涂层

剂缺乏一定的初粘性有关。这需要在生产过程中仔细

调整刮刀型号、角度、涂层剂的粘度等工艺参数，必要

时还可拼混少量 "% 树脂。通过上述调整，可基本解

决拖刀和掉珠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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