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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丙烯酸酯胶粘剂技术
的新进展

摘要

丙烯酸酯胶粘剂具有成本效益提高、美观性更佳和更好的

耐冲击性能等优点。它们是商用车、风能和能源设备以及

工业产品等多个制造和装配行业中应用的理想选择。最

近，已经开发出新的丙烯酸技术，其可以提供优越的搭接

剪切强度、高伸长率和高耐烘烤性，并在难以粘接的金属

基材上具有优异的失效模式。 

介绍

丙烯酸结构的胶粘剂是双组分体系（胶粘剂和促进剂），

其具有接近或超过基材强度的粘接强度。20世纪60年代开

始大量商业性使用丙烯酸酯胶粘剂。“第一代”体系是脆性

的，通常用于粘接塑料。1主剂是甲基丙烯酸甲酯类似糖

浆状，固化剂类似清漆状，通过高比例混合比混合。

在过去30多年中，“第二代”丙烯酸结构的胶粘剂为各种商

业应用提供了有效的粘接性能。这些体系更加坚固，并改

善了低温性能和与裸露金属的粘接性能。它们具有丁二烯

橡胶增韧剂、金属粘接促进剂以及1:1和4:1的混合比。

近年来，“新一代”丙烯酸酯胶粘剂已经发展用于更高要求

的应用提供更高的性能。“新一代”胶粘剂的主要特征包括

先进的三元共聚物和核-壳橡胶增韧剂、可聚合单体的共混

物和10:1的混合比。提高的性能特征包括：

• 高搭接剪切强度 – 针对结构粘接应用

• 剥离强度提高 – 在具有混合模式应力的应用中性能更

佳

• 卓越的、跨越更多种类基材的失效模式 – 性能更稳

定，提高了在多种应用中的效用

• 高耐冲击性 – 适用于可能/将要发生冲击的坚固性应

用

• 抗疲劳性提高 - 在循环应力或振动下性能更佳

• 卓越的低温性能 – 对于恶劣气候中的应用意义重大

• 耐电泳及电泳烘烤 – 粘接部分在烘烤过程中不会发生

移动/分离

• REACH 友好的配方（欧洲） – 消除了有毒成分，能

够实现全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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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更高

将“新一代”丙烯酸酯胶粘剂（例如LORD 852/25GB）与“
第二代”丙烯酸酯胶粘剂的一些商业上最成功的实例进行比

较是很有意义的。物理性能上的一个重要差异是“新一代”
胶粘剂的伸长率（100% vs. 35%）显著增加，同时保持

了同样高的抗拉强度（均在18MPa左右）。伸长率增加的

同时不损失抗拉强度是“新一代”丙烯酸酯胶粘剂诸多性能

改进要素中的一个关键点。

“新一代”丙烯酸树脂的另一个性能改进要素对制造商来说

是最为明显的，即在各种难以粘接的金属基材中具有卓越

失效模式和高强度。图1和图2显示了“第二代”丙烯酸酯胶

粘剂与LORD 852/25GB的搭接剪切和T型剥离粘接性能的

比较结果。搭接剪切强度主要反映胶粘剂的抗拉强度，而

良好的剥离性能需要更有韧性和伸长率。因此，粘接结果

显示搭接剪切强度相当，而更柔韧的“新一代”胶粘剂显示

其T型剥离强度得到明显改善。还应注意使用“新一代”胶粘

剂在失效模式上的显著改善。

图1：金属圈剪切键数据 

图2：金属 t-剥离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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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失效模式 

当然，如果胶粘剂与基材的附着力不足，则无法充分体现

胶粘剂的性能。对制造商来说，在粘接部位分离时（尤其

是两个表面之间的胶粘剂均匀分布时）观察到良好的内聚

破坏，大大增强了他们对粘接性的信心。使用一种胶粘剂

能够在多个基材上实现这种良好的粘接性也具有很大的价

值，其可以降低装配时的复杂性，并降低被迫使用多种胶

粘剂时的失误风险。

图3显示了与“第二代”丙烯酸酯胶粘剂和LORD 852/25GB
粘接的不同金属基材之间的失效模式比较（样品在T型剥

离中进行拉伸）。新一代胶粘剂在不同基材中一致出色的

强度及失效模式，增强了其性能优异的可信度。

图3：失效模式比较

粘接优势 

相较于金属接合技术（例如铆接或焊接），丙烯酸酯胶粘

剂具有明显的优势，特别是在耐久性、耐疲劳性、应力分

散、美观性、耐腐蚀性和工艺简洁度/成本方面。作为铆

接/焊接的替代品，丙烯酸酯胶粘剂已成功用于汽车、卡

车/拖车和开闭件/蒙皮的粘接应用。在无法实现机械紧固

的连接应用中（用于娱乐/海上运输工具、标志和外墙的这

种塑料和复合材料粘接），丙烯酸酯胶粘剂也是一种理想

的选择。图4和图5描绘了丙烯酸酯胶粘剂粘接应用的常见

实例。

图4：新一代丙烯酸酯胶粘剂是汽车、卡车/拖车和外壳应用中焊接和铆

接连接方法的理想替代品。

图5：新一代丙烯酸酯胶粘剂可在无法完成或实现机械紧固的情况下用于

连接应用，例如娱乐/海洋、标志和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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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UTILITY TRUCK BED ASSEMBLY

在该应用中，对于商用车市场，制造商专门重新设计了车

厢，适应以胶粘剂作为装配的方法，进而在加工时间、美

观性和成本方面取得了优势。更柔韧的丙烯酸酯胶粘剂为

倾卸式车箱更高的性能要求提供了所需的耐冲击性。（见

图6。） 

焊接用于装配当前的倾卸式车箱设计。然而，焊接是一种

成本高昂且耗时的工艺，特别是对于有色金属或涂层金属

而言，而胶粘剂可以提供更简便的装配方法，所需的培训

明显减少，且可使用更简单的设备来进行装配。此外，胶

粘剂更美观，因为它们消除了卡车车厢中不美观的焊接变

形。胶粘剂可以让平板保持原始、光滑的装饰品外观，且

无焊接痕。 

卡车制造商希望选择使用三种金属基材（铝、镀锌钢板或

铝锌合金涂层钢板Aluzinc®）之一来制造倾卸式车箱。因

轻质和耐腐蚀性能而选择铝作为面板，但铝也难以焊接。

镀锌钢板可能比铝更难粘接，并且许多丙烯酸酯胶粘剂不

能在该涂层的金属上进行良好粘附或固化。Aluzinc®更难

粘接，因为即使使用最佳的胶粘剂，涂层往往会导致不同

的粘接性能。

此外，制造商正在寻找一种可用于粘接所有三种金属基材

的胶粘剂，从而避免在装配过程中管理多种胶粘剂的复杂

性。重要的是，即使在极端使用条件下，包括倾卸式车箱

的压痕和变形也不会将胶粘剂脱离或分层。所使用的任何

胶粘剂还必须能够耐受在装配后进行的高温烤漆工艺。 

LORD 852/25GB“新一代”丙烯酸树脂能够在倾卸式车箱应

用的所有三种金属基材上提供优异的粘接性能，同时具有

内聚失效模式。室温固化的胶粘剂还能承受180-200摄氏

度的烤漆温度，而不降低组件的粘接性能。 

图6：该实用卡车车厢的新设计需要将装配方法从焊接更改为胶粘剂。

图7：耐冲击性试验

已开展了几项实验来证实丙烯酸酯胶粘剂对于卡车装配过

程的有效性：

• 耐冲击性试验 – 该试验表明，强大到足以导致基材变

形的冲击力不会导致胶粘剂发生脆性剥落，而后续拆

卸中的失效模式是100%的内聚破坏。该结果有助于

建立这样一种可信度，即框架可以承受将重物扔进卡

车所产生的冲击，同时不会使框架与车厢分离。（见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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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烘烤性试验 - 该试验表明，搭接剪切强度和失效模

式在烘烤过程（180摄氏度/40分钟烤漆）中未改变。

这是一项重要成就，因为耐烘烤性之前对于10:1丙烯

酸酯胶粘剂系统来说是一个重大挑战。（见图8。）

• 耐环境性 - 该试验表明，胶粘剂的粘接性能在具有挑

战性的环境条件下保持稳定。由于车辆必须在各种类

型的天气条件（从温暖潮湿到冰冻温度）下运行，所

以胶粘剂性能的设计必须与之匹配。当遇到极端环境

时，LORD 852/25GB胶粘剂能够在各种金属基材上

保持优异的粘接强度。（见图9。）

图8：耐烘烤性 - 金属搭接剪切试验

图9：耐环境性 - 金属搭接剪切试验

图10：风塔装配设计需要能提供良好失效模式和耐疲劳性的胶粘剂。

应用：风塔装配

对于该应用，LORD 852/25GB“新一代”丙烯酸酯胶粘剂能

够有效地用在风塔建造中。由于其在难以粘接基材上具有

优异的失效模式，这种胶粘剂被证明是一种理想选择，即

使是对用于制造风塔护罩所需的复合粘接（铝-热浸镀锌金

属）而言。图10描绘了风塔装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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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应用涉及极大型的部件，因此在装配的长度上带来了可

变胶层厚度的额外挑战。该制造商需要的另一个关键的胶

粘剂属性是高耐疲劳性和耐环境性，从而允许风塔护罩在

振动、热和冷以及环境暴露的极端条件下长期工作。 

高伸长率和高强度是胶粘剂必须具有的其他重要特性。在

复合粘结方面，胶粘剂必须应对不同金属之间的高热膨

胀系数（CTE）差异情况。钢和铝在温度变化时以不同的

速度膨胀，这种“错配”的膨胀会对粘接部件产生极大的应

力。胶粘剂必须既坚固又足够柔韧，以承受由CTE差异而

产生的应力。 

与“第二代”丙烯酸酯胶粘剂相比，“新一代”丙烯酸酯胶粘

剂具有更高的耐疲劳性能，可以耐受风塔运行期间的预期

条件。丙烯酸在不同金属基材上的高伸长率、高强度和优

异的粘附性使其成为适合这一挑战性应用的理想选择。

开展了几项实验来证实LORD 852/25GB“新一代”丙烯酸酯

胶粘剂的有效性：

• 失效模式鲁棒性试验 - 该试验证明丙烯酸酯胶粘剂可

以在各种基材上提供稳定性能。这表明与“第二代”胶
粘剂相比，“新一代”胶粘剂在粘接难以粘接的基材时

具有更好的功能。（见图11。）

• 耐疲劳性试验 - 在本试验中，与上一代技术相比，“
新一代”胶粘剂可以改善耐疲劳性能。（见图12。）

图11：失效模式鲁棒性 - 金属搭接剪切试验

图12：耐疲劳性与胶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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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电梯装配

在另一个应用实例中，工业电梯的制造商正在寻找一种不

仅具有优异的粘接性能、还能支持全球制造工作的胶粘

剂。（见图13。） 

电梯装配部件由镀锌钢和304不锈钢组成。对于该应用，

客户需要能够为这些难以粘接的基材提供优异的粘附性而

无需表面改性的胶粘剂，同时包括在高温下的内聚破坏。

而“新一代”丙烯酸能够提供该卓越的性能。 

优异的高温粘接性能对制造而言非常重要，这是由于担心

粘接部位在自动化烤漆工艺传送过程中可能发生滑动或分

离。对于该应用，已经证实即使在170摄氏度下的搭接剪

切中进行拉伸时，LORD 852/25GB“新一代”丙烯酸酯胶粘

剂也可以满足在未制备的304不锈钢上内聚破坏大于80%
的要求，从而提供所需的高温强度。（见图14。）

图13：支持全球制造的胶粘剂是电梯装配制造商的一个关键要求。

图14：热强度 - 304不锈钢上的搭接剪切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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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该制造商需要一种能够提供适宜的保质期并符合合

规性法规以支持全球制造的胶粘剂。胶粘剂竞品受到保质

期的限制，导致其在原产地以外的任何地点使用时都会产

生运输和储存问题。为了尽量降低生产的复杂性，制造商

希望在全球范围内使用单一胶粘剂。 

LORD 852/25GB“新一代”丙烯酸酯胶粘剂具有运输和储

存稳定性，并符合合规性法规，以支持客户的全球制造工

作。LORD 852/25GB的开发是为了满足日益严格的全球

环境法规要求，例如消除与REACH要求相冲突的成分。胶

粘剂可以运送到全世界的各个地方，并且一旦储存在当地

的制造工厂中仍可以使用。 

丙烯酸酯胶粘剂可以提供超越其他紧固方法（例如铆接和

焊接）的明显优势，包括改进的装饰品外观和应力分布

以增加耐冲击性和耐疲劳性。在过去30年中，“第二代”丙
烯酸为各种商业应用提供了有效的粘接性能。“新一代”丙
烯酸酯胶粘剂已发展用于为要求更高的应用提供更高的性

能。更高的伸长率、耐冲击性和耐疲劳性，加上优异的高

低温性能和与更多基材的稳定粘接，使“新一代”丙烯酸树

脂成为对所有制造商更具吸引力的装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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