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ITO--水性高分子润湿分散剂

KITO CHEMICAL



介绍内容：

分散剂基础理论 金团产品介绍



常见的颜料

1μm
极性 高低

钛白粉

氧化铁红

有机红

酞青蓝
有机黄

高色素炭黑

l粒径越小，比表面积越大，决定了分散剂的用量。
l无机颜料极性较高，有机颜料极性低，决定了不同分散剂的使用。



市售的颜料粒子表面往往会
吸附水分、空气等污染物。

颜料的润湿就是分散剂、
树脂、溶液取代水分、
空气的过程。

颜料的润湿分散--颜料润湿



颜料的润湿分散--颜料分散

润湿后的颜料

外部作用力（分散或研磨），将颜料粒子聚集体，打散成初级粒子状态。



颜料的润湿分散--颜料稳定

均匀稳定的颜料色浆

分散开的颜料粒子彼此之间还是倾向于重新抱团，形成新的聚集体这个过程
叫做絮凝。而分散剂和树脂吸附在颜料粒子表面，可以有效防止絮凝，保证
色浆体系的稳定性。



分散剂稳定颜料的机理--静电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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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剂带有可电离的官能团，吸附在颜料粒子表面使粒子带有电荷，容易吸收
周围相反的电荷，形成稳定的双电子层，当粒子相互靠近时，相同电荷发生排
斥作用，使颜料粒子稳定。



分散剂稳定颜料的机理--空间位阻稳定

分散剂锚固基团吸附在颜料粒子表面的同时，溶剂化分子链段在体系中
呈舒展状态，同时由于分子链段之间的空间位阻作用，在颜料粒子表面形成
了一定厚度的分子链段隔离层，有效防止颜料粒子的聚集。

PS：大部分的水性分散剂同时具有两种颜料稳定机理。



分散剂的作用

无分散剂 有分散剂

流动性
颜基比

遮盖力

雾影

透明度

浮色



分散剂的评价

分散剂的检测--相容性：

树脂溶液的相容性 干膜后的相容性



分散剂的评价

低温冷藏5-10℃是否粘度增大、发浑、分层、结晶析出？
恢复室温后，能否恢复？

分散剂的检测--低温稳定性：



分散剂的评价

分散颜料--色浆细度及清洁度：



分散剂的评价

色浆粘度：

旋转粘度仪 粘度对比曲线



分散剂的评价

冲稀淋涂：

观察流板有无絮凝、大颗粒，初步判断分散剂的分散能力和色浆的储存
稳定性。



分散剂的评价

遮盖力：

光泽、鲜映性： 透明度：



分散剂的评价：

展色性：

色差仪

其他颜色：

L:(亮度)表示黑白，0为黑  100为百。

a:(红绿)正值为红，负值为绿，0为中性。

b:(黄蓝)正值为黄，负值为蓝，0为中性。

黑色：

My:表示黑漆黑度。

dM:表示偏蓝相或偏棕相（红相），正值表示偏蓝相，数

值越大越显蓝相；负值表示偏红相，数值越大越显红相，

与My（黑度）一起用于表示黑漆黑度的色相指数。

L:表示展色能力， L值越低展色能力越强.。 



分散剂的评价

调色性：

罐内浮色

指研浮色

通过色差仪，测试指研区和非指研区的L、a、b值，

计算△ E色差值， △ E越大，浮色越严重。



分散剂的评价

储存稳定性：

50℃加速储存14D，测试粘度变化，有无凝胶、反粗、储存前所测的色浆性能
有无下降。



水性润湿分散剂的种类

水性分散剂

低分子分散剂 高分子分散剂

有机胺、羧酸、磷酸及其盐类

表面活性剂

丙烯酸共聚物、疏水改性丙烯酸共聚物

含颜料锚固基团高分子聚合物

丙烯酸嵌段高分子聚合物

l优点：价格低、润湿速度快。
l缺点：长期稳定差、耐水性差。

l优点：广泛的相容性、降粘好、耐水
性好、通用性广、稳定性高。



金团水性润湿分散剂产品

6090：通用型，做无树脂色浆

6092：通用型，提高展色性

低分子--水性润湿剂

高分子--水性分散剂

6527：增加颜料润湿性

6530：提高润湿速度，抑泡

6600：控制浮色，促进润湿流平

340：无机颜填料，防沉

324：无机颜填料，耐水稍好

373:：无机颜填料，不影响耐水

聚丙烯酸

疏水改性聚丙烯酸

高分子聚合物

非离子型

金
团
水
性
润
湿
分
散
剂

阴离子型



金团产品--水性高分子分散剂：

分子结构：

锚固基团链段B

锚固基团链段A

亲水链段

梳型嵌段高分子分散剂



金团产品--水性高分子分散剂：

分
子
量

高

低

极性低 高

KEPERDISP®6092

KEPERDISP®6090

           ：可做无树脂色浆



金团产品--水性高分子分散剂KEPERDISP®6090：

l特点：

            --40%有效成分，不含溶剂和APEO；

            --通用性广，适用于钛白、有机颜料及炭黑分散；

            --优异的降粘作用，良好的抗浮色发花性能。

            --研磨白色色浆，白度高，与其他色漆调配性好，不易出现浮色、发花。

l相容性：
水 +
乙醇 +
异丙醇 +

BCS +
DPM +
XYL -

＋：透明，可溶；○：乳白；－：不可溶



金团产品--水性高分子分散剂KEPERDISP®6090：

无树脂白浆 无树脂蓝浆

去离子水 22.8 去离子水 69

分散剂 2 分散剂 10

3300W 0.2 3300W 1

R706 75 酞箐蓝 20

总计 100 总计 100

无树脂铁红浆 无树脂黑浆

去离子水 33 去离子水 79.5

分散剂 3 分散剂 10

3300W 0.2 3300W 0.5

铁红 70 6#碳黑 10

总计 106 总计 100

测试配方：



金团产品--水性高分子分散剂KEPERDISP®6090：

白色体系：



金团产品--水性高分子分散剂KEPERDISP®6090：

     体系/助剂
项目

5805乳液体系 水溶性丙烯酸氨基体系

市售1 6090 市售1 6090
遮盖力 ○ ○ ○ ○

雾影 △ △ ○ ○

光泽（º） 37º 37º 100º 100º
L 96.85 96.45 95.71 95.30
a -0.71 -0.69 -0.99 -1.05
b 0.83 0.75 1.27 1.52

无树脂白浆添加到不同体系单色测试 

注： ◎表示优秀， ○表示良好， △表示一般，下同。



金团产品--水性高分子分散剂KEPERDISP®6090：

            体系/助剂
项目

5805乳液体系 水溶性丙烯酸氨基体系

市售1 6090 市售1 6090

非指研区

L 48.62 48.65 50.83 48.57
a 48.35 48.13 -1.16 -0.96
b 11.84 11.96 -6.98 -5.87

指研区

L 48.99 49.12 44.54 44.51
a 46.37 46.66 -0.54 -0.56
b 9.30 9.56 -4.44 -4.49

色差△E 2.85 2.83 6.29 4.20

无树脂白浆添加到不同体系调色测试（往白漆中调入红浆） 



金团产品--高分子分散剂KEPERDISP®6090：

白色体系小结：

1.KEPERDISP®6090降粘稍好，色浆储存稳定性良好。

2. KEPERDISP®6090整体性能与市售1一致，水溶性丙烯酸氨基烤漆体系，

抗浮色发花性能稍好。



金团产品--水性高分子分散剂KEPERDISP®6090：

铁红体系：



金团产品--水性高分子分散剂KEPERDISP®6090：

    体系/助剂
项目

5805乳液体系 水溶性丙烯酸氨基体系

市售1 6090 市售1 6090
遮盖力 ○ ○ ◎ ◎

雾影 ○ ○ △ ○

光泽（º） 88º 89º 102º 103º
L 37.57 37.41 37.09 37.13
a 27.69 27.39 23.69 23.48
b 19.71 19.41 15.44 15.31

无树脂铁红浆加入到不同体系单色测试



金团产品--水性高分子分散剂KEPERDISP®6090：

             体系/助剂
项目

5805乳液体系 水溶性丙烯酸氨基体系

市售1 6090 市售1 6090

非指研区

L 46.05 45.83 44.56 44.27
a 28.64 28.61 25.28 25.60
b 18.05 18.28 13.63 14.11

指研区

L 46.08 45.81 43.85 44.17
a 28.71 28.53 27.07 27.30
b 18.17 18.07 16.39 16.72

色差△E 0.47 0.20 3.24 3.01

无树脂铁红浆添加到不同体系调色测试（红浆漆调到白浆） 



金团产品--高分子分散剂KEPERDISP®6090：

铁红色体系小结：

1.KEPERDISP®6090降粘稍好，色浆储存稳定性良好，水性丙烯酸氨基烤漆体系

鲜映性好。

2. KEPERDISP®6090具有良好的展色力，两种体系中，抗浮色发花性能稍好。



金团产品--水性高分子分散剂KEPERDISP®6090：

酞青蓝体系：



金团产品--水性高分子分散剂KEPERDISP®6090：

        体系/助剂
项目

5805乳液体系 水溶性丙烯酸氨基体系

市售1 6090 市售1 6090
透明度 △ △ ○ ○

流平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雾影 轻微 轻微 轻微 轻微

光泽（º） 92º 93º 104º 105º
L 28.41 27.96 31.02 32.01
a 0.59 2.05 -2.83 -3.77
b -22.56 -21.05 -23.17 -25.25

无树脂蓝浆加入到不同体系单色测试



金团产品--高分子分散剂KEPERDISP®6090：

             体系/助剂
项目

5805乳液体系 水溶性丙烯酸氨基体系

市售1 6090 市售1 6090

非指研区

L 49.87 49.96 52.04 51.27
a -15.01 -15.82 -14.56 -14.39
b -38.27 -38.54 -37.25 -37.39

指研区

L 51.55 51.85 51.57 51.36
a -15.84 -15.52 -16.00 -15.63
b -38.29 -38.43 -39.28 -39.19

色差△E 1.85 1.88 2.89 2.38

无树脂蓝浆添加到不同体系调色测试（蓝浆漆调到白浆） 



金团产品--高分子分散剂KEPERDISP®6090：

酞青蓝体系小结：

1.KEPERDISP®6090降粘稍好，色浆储存稳定性良好。

2.丙烯酸乳液体系表现一致。

3. KEPERDISP®6090在水溶性丙烯酸氨基烤漆体系中抗浮色稍好。



金团产品--水性高分子分散剂KEPERDISP®6090：

黑色体系：



金团产品--水性高分子分散剂KEPERDISP®6090：

无树脂黑浆加入到不同体系单色测试

      体系/助剂
项目

5805乳液体系 水溶性丙烯酸氨基体系

市售1 6090 市售1 6090
雾影 无 无 轻微 轻微

光泽（º） 98º 96º 105º 105º

L 24.1 24.18 25.64 25.35

My 138.2 138.8 135.8 136.15

dM -0.26 -0.25 0.73 0.68



金团产品--水性高分子分散剂KEPERDISP®6090：

无树脂黑浆添加到不同体系调色测试（黑浆调入白漆中） 

            体系/助剂
项目

5805乳液体系 水溶性丙烯酸氨基体系

市售1 6090 市售1 6090

非指研区

L 52.95 52.39 53.26 53.26
a -0.67 -0.69 -0.81 -0.84
b -2.06 -2.07 -3.79 -3.93

指研区

L 53.91 56.34 53.63 53.8
a -0.65 -0.71 -0.86 -0.91
b -2.18 -2.27 3.88 3.92

色差△E 0.95 1.00 0.11 0.15



金团产品--水性高分子分散剂KEPERDISP®6090：

黑色体系小结：

1.KEPERDISP®6090降粘稍好，色浆储存稳定性良好。

2.两种体系二者表现一致。



金团产品--水性高分子分散剂KEPERDISP®6090：

市售1 6090

耐水：红色水性丙烯酸氨基烤漆，40℃温水浸泡12h。

市售1 6090

耐盐雾：白色水性丙烯酸氨基烤漆，5%Nacl水溶液浸泡120h。

市售1 6090



金团产品--水性高分子分散剂KEPERDISP®6090：

KEPERDISP®6090产品性能总结：

ü通用型高分子分散剂，对钛白、无机颜料、有机颜料、炭黑等颜料均具有

良好的分散性。

ü优异的降粘性能，可做无树脂色浆，制备的色浆具有优异的储存稳定性。

ü广泛的相容性，可以用于多种树脂体系。

ü良好的抗浮色、发花性能，调色性能优异。

ü相对于低分子量分散剂和市售高分子分散剂，对漆膜耐水性、耐盐雾性能

无影响。



金团产品--水性高分子分散剂KEPERDISP®6092：

l特点：

          --35%有效成分，不含溶剂和APEO；

          --良好的降粘作用，通用性广，适用于钛白、有机颜料及炭黑分散；

          --优异的润湿作用，提高展色性和漆膜鲜映性。

l相容性：

水 +
乙醇 +
异丙醇 +
BCS +
DPM +
XYL -

＋：透明，可溶；○：乳白；－：不可溶



金团产品--水性高分子分散剂KEPERDISP®6092：

有机红色浆配方 黑色浆配方 调漆配方

5200 50 5200 50 光油 24
分散剂 3 分散剂 4 色浆 6
F5RK 15 6#炭黑 10 175 0.15
DPM 31 DPM 35

3300W 1 3300W 1
合计 100 合计 100 合计 30.15

测试配方：



金团产品--高分子分散剂KEPERDISP®6092：

红色体系

黑色体系



金团产品--水性高分子分散剂KEPERDISP®6092：

               体系
   项目

丙烯酸红色浆 丙烯酸黑色浆

6092 市售2 6092 市售2
光泽 97º 99º 110º 110º
雾影 轻微雾影 轻微雾影 无 无

颜料絮凝 无 无 无 无

流平 ◎ ◎ ◎ ◎

黑度(My) / / 130.980 130.803

色相偏移(dm) / / 0.694 0.760
展色能力（L） 39.76 39.79 26.42 26.49



金团产品--水性高分子分散剂KEPERDISP®6092：

KEPERDISP®6092产品性能总结：

ü通用型高分子分散剂，对钛白、无机颜料、有机颜料、炭黑等颜料均具有

良好的分散性。

ü优异的润湿性能，特别对有机颜料、高色素炭黑分散能力突出，提高漆膜

展色性和鲜映性。

ü相对于同类型的高分子分散剂，具有优异的降粘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