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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防锈涂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水性防锈底漆及其制备方法。一种水性防锈底

漆，包括A组分和B组分，其中，A组分包含30～45

质量份水性环氧乳液、5～10质量份氧化铁、5～

10质量份磷酸锌、3～6质量份防锈粉、15～25质

量份体质填料；所述B组分包含50～60质量份水

性改性胺固化剂、2～5质量份防闪锈剂。其制备

方法十分简单，分别将A组分和B组分中的各原料

混合均匀即可。通过磷酸锌、氧化铁等协同作用

下，解决传统水性防锈底漆耐腐蚀性不好、附着

力不佳的问题，制成具有低VOC、高防腐蚀性、耐

溶剂型原子灰、可带锈涂装的水性防锈底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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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性防锈底漆，其特征在于，包括A组分和B组分，其中，

所述A组分包括以下质量份的原料：

水性环氧乳液：30～45份；

氧化铁：5～10份；

磷酸锌：5～10份；

防锈粉：3～6份；

体质填料：15～25份；

所述B组分包括以下质量份的原料：

水性改性胺固化剂：50～60份；

防闪锈剂：2～5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水性防锈底漆，其特征在于，所述A组分和B组分的质量比为4～

5：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水性防锈底漆，其特征在于，所述A组分还包括0.1～1.5质量份

润湿分散剂、2～5质量份成膜助剂、0.3～1.0质量份附着力促进剂。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水性防锈底漆，其特征在于，所述润湿分散剂为非离子高分子聚

合物类分散剂；

所述成膜助剂为醚醇类溶剂。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水性防锈底漆，其特征在于，所述附着力促进剂为环氧类硅烷偶

联助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水性防锈底漆，其特征在于，所述体质填料为云母粉、硫酸钡、高

岭土中的至少一种。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水性防锈底漆，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性环氧乳液为E-20环氧树脂

乳液。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水性防锈底漆，其特征在于，所述防锈粉为硅酸盐类。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水性防锈底漆，其特征在于，所述防闪锈剂为改性有机螯合物；

所述水性改性胺固化剂为非离子胺加成物。

10.根据权利要求1～9中任意一项所述水性防锈底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

下步骤：

A组分的制备：(1)在分散缸中加入10～25质量份去离子水，边搅拌边加入0.5～1.5质

量份润湿分散剂、5～10质量份氧化铁、5～10质量份磷酸锌、15～25质量份体质填料、3～6

质量份防锈粉进行搅拌；(2)分别加入30～45质量份水性环氧乳液、2～5质量份成膜助剂、

0.3～1.0质量份附着力促进剂，充分混合均匀；(3)加入5～20质量份去离子水，在充分搅拌

作用下得到分散稳定状态；

B组分的制备：在分散缸中加入35～48质量份去离子水、边搅拌边加入50～60质量份水

性改性胺固化剂、2～5质量份防闪锈剂，在充分搅拌下得到分散稳定状态；

混合：将A组分与B组分按比例混合制得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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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性防锈底漆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防锈涂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水性防锈底漆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金属腐蚀无处不在，在严酷的海洋环境中尤为重要，由此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和各种安全隐患。涂覆防腐防锈漆是防止金属腐蚀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0003] 在传统涂料中，使用铬酸锌等重金属防锈涂料对人体有极大的危害。同时，涂料成

膜时挥发的有机溶剂严重污染环境，并形成真空，造成水、氧及腐蚀介质的渗透，形成膜下

腐蚀，腐蚀产物膨胀使涂层破裂，从而降低了涂层的防腐作用。因此开发新型无毒防锈颜

料，降低涂料中的有机溶剂，是环保型防锈漆开发的主要目标。

[0004]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磷酸锌的防锈作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磷酸锌可在涂层中通

过参加化学反应生成保护膜起到有效的防腐作用。然而磷酸锌价格昂贵，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使用。

[0005] 专利号为ZL201911126908.6的发明(申请人为常州广树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公开

了了一种新型高性能水性环氧漆及制备方法，可用于管道、储罐、汽车等行业。其耐盐雾性

能为480小时，不能够带锈涂装。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高耐腐蚀性能、耐溶剂型原子

灰、可带锈涂装的水性防锈底漆及其制备方法。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0008] 一种水性防锈底漆包括A组分和B组分，其中，

[0009] 所述A组分包括以下质量份的原料：

[0010] 水性环氧乳液：30～45份；

[0011] 氧化铁：5～10份；

[0012] 磷酸锌：5～10份；

[0013] 防锈粉：3～6份；

[0014] 体质填料：15～25份；

[0015] 所述B组分包括以下质量份的原料：

[0016] 水性改性胺固化剂：50～60份；

[0017] 防闪锈剂：2～5份。

[0018] 磷酸锌可在涂层中参与化学反应形成保护膜，配合氧化铁、云母粉形成鳞片状层，

有效提高漆膜的防腐蚀性能。

[0019] 进一步地，所述A组分和B的质量比为4～5：1。

[0020] 进一步地，所述A组分还包括0.1～1.5质量份润湿分散剂、2～5质量份成膜助剂、

0.3～1.0质量份附着力促进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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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进一步地，所述润湿分散剂为为非离子高分子量聚合物类分散剂；所述成膜助剂

为醚醇类溶剂。

[0022] 进一步地，所述附着力促进剂为环氧类硅烷偶联助剂。

[0023] 环氧类硅烷偶联助剂作为附着力促进剂，可提高漆膜附着力和防腐蚀性能。

[0024] 进一步地，所述体质填料包括云母粉、硫酸钡、高岭土。

[0025] 硫酸钡、高岭土粉提高体系固含，提供触变性，可提高施工漆膜厚度。

[0026] 进一步地，所述水性环氧乳液为E-20环氧树脂乳液。

[0027] 进一步地，所述防锈粉为硅酸盐类。

[0028] 硅酸盐类防锈粉，具有化学惰性性能，阻止漆膜的氧化反应，可提高漆膜防腐蚀性

能。

[0029] 进一步地，所述防闪锈剂为改性有机螯合物；所述水性改性胺固化剂为非离子胺

加成物。

[0030] 上述水性防锈底漆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31] A组分的制备：(1)在分散缸中加入10～25质量份去离子水，边搅拌边加入0.5～

1.5质量份润湿分散剂、5～10质量份氧化铁、5～10质量份磷酸锌、15～25质量份体质填料、

3～6质量份防锈粉进行搅拌；(2)分别加入30～45质量份水性环氧乳液、2～5质量份成膜助

剂、0.3～1.0质量份附着力促进剂，充分混合均匀；(3)加入5～20质量份去离子水，在充分

搅拌作用下得到分散稳定状态；

[0032] B组分的制备：在分散缸中加入35～48质量份去离子水、边搅拌边加入50～60质量

份水性改性胺固化剂、2～5质量份防闪锈剂，在充分搅拌下得到分散稳定状态；

[0033] 混合：将A组分与B组分按比例混合制得成品。

[003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通过添加磷酸锌、云母粉、氧化铁、附着力

促进剂，使之协同作用，解决水、油涂层涂装附着力问题，使涂料可耐溶剂型原子灰；而且可

以带锈涂装，解决涂装过程中底材处理不易的问题，降低施工人员的劳动量。从而很大程度

上保护金属底材，减少腐蚀，提高底材的利用率和工作人员施工效率，提高经济效益。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为了更好地说明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下面将列举实施例对本发明做

进一步的说明。

[0036] 实施例1：

[0037] 一种水性防锈底漆，由A组分和B组分按质量比4：1组成：

[0038] A组分包括以下质量份的原料:

[0039] 水性环氧乳液：30份；

[0040] 去离子水：28.2份；

[0041] 润湿分散剂：1份；

[0042] 氧化铁：10份；

[0043] 磷酸锌：10份；

[0044] 防锈料：3份；

[0045] 体质填料：1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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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成膜助剂：2份；

[0047] 附着力促进剂：0.8份；

[0048] B组分包括以下质量份的原料：

[0049] 水性改性胺固化剂：50份；

[0050] 去离子水：48份；

[0051] 防闪锈剂：2份；

[0052] 上述水性防锈底漆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3] A组分的制备：(1)在分散缸中加入10质量份去离子水，边搅拌边加入1质量份润湿

分散剂、10质量份氧化铁、10质量份磷酸锌、15质量份体质填料、3质量份防锈粉进行搅拌，

搅拌转速为2000RPM，搅拌45分钟，至细度达到30μm；(2)分别加入30质量份水性环氧乳液、2

质量份成膜助剂、0.8质量份附着力促进剂，搅拌混合均匀，搅拌转速为600RPM，搅拌时间为

15分钟；(3)加入18.2质量份去离子水，并充分冲洗缸壁及搅拌桨，查测粘度、pH值、漆膜外

观，在充分搅拌作用下得到分散稳定状态；

[0054] B组分的制备：在分散缸中加入48质量份去离子水、边搅拌边加入质量50份水性改

性胺固化剂、2质量份防闪锈剂，搅拌转速为600RPM，查测粘度、pH值、漆膜外观合格后，在充

分搅拌下得到分散稳定状态；

[0055] 混合：将A组分与B组分按比例混合制得成品。

[0056] 将成品涂刷在生锈金属上，得到样品。

[0057] 实施例2：

[0058] 一种水性防锈底漆，由A组分和B组分按质量比4：1组成：

[0059] A组分包括以下质量份的原料:

[0060] 水性环氧乳液：30份；

[0061] 去离子水：30.2份；

[0062] 润湿分散剂：1.5份；

[0063] 氧化铁：5份；

[0064] 磷酸锌：5份；

[0065] 防锈粉：6份；

[0066] 体质填料：20份；

[0067] 成膜溶助剂：2份；

[0068] 附着力促进剂：0.3份；

[0069] B组分包括以下质量份的原料：

[0070] 水性改性胺固化剂：50份；

[0071] 去离子水：48份；

[0072] 防闪锈剂：2份；

[0073] 上述水性防锈底漆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4] A组分的制备：(1)在分散缸中加入10质量份去离子水，边搅拌边加入1质量份润湿

分散剂、5质量份氧化铁、5质量份磷酸锌、20质量份体质填料、6质量份防锈粉进行搅拌，搅

拌转速为2500RPM，搅拌30分钟，至细度达到30μm；(2)分别加入30质量份水性环氧乳液、2质

量份成膜助剂、0.3质量份附着力促进剂，搅拌混合均匀，搅拌转速为800RPM，搅拌时间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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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3)加入20.2质量份去离子水，并充分冲洗缸壁及搅拌桨，查测粘度、pH值、漆膜外观，

在充分搅拌作用下得到分散稳定状态；

[0075] B组分的制备：在分散缸中加入48质量份去离子水、边搅拌边加入50质量份水性改

性胺固化剂、2质量份防闪锈剂，搅拌转速为600RPM，查测粘度、pH值、漆膜外观合格后，在充

分搅拌下得到分散稳定状态；

[0076] 混合：将A组分与B组分按比例混合制得成品。

[0077] 实施例3：

[0078] 一种水性防锈底漆，由A组分和B组分按质量比5：1组成：

[0079] A组分包括以下质量份的原料:

[0080] 水性环氧乳液：45份；

[0081] 去离子水：9.5份；

[0082] 润湿分散剂：0.5份；

[0083] 氧化铁：5份；

[0084] 磷酸锌：6份；

[0085] 防锈粉：3份；

[0086] 体质填料：25份；

[0087] 成膜助剂：5份；

[0088] 附着力促进剂：1份；

[0089] B组分包括以下质量份的原料：

[0090] 水性改性胺固化剂：60份；

[0091] 去离子水：35份；

[0092] 防闪锈剂：5份；

[0093] 上述水性防锈底漆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94] A组分的制备：(1)在分散缸中加入9.5质量份去离子水，边搅拌边加入0.5质量份

润湿分散剂、5质量份氧化铁、6质量份磷酸锌、25质量份体质填料、3质量份防锈粉进行搅

拌，搅拌转速为2500RPM，搅拌45分钟，至细度达到30μm；(2)分别加入45质量份水性环氧乳

液、5质量份成膜助剂、1质量份附着力促进剂，搅拌混合均匀。搅拌转速为800RPM，搅拌时间

为15分钟；(3)充分冲洗缸壁及搅拌桨，查测粘度、pH值、漆膜外观，在充分搅拌作用下得到

分散稳定状态；

[0095] B组分的制备：在分散缸中加入35质量份去离子水、边搅拌边加入60质量份水性改

性胺固化剂、5质量份防闪锈剂，搅拌转速为800RPM，查测粘度、pH值、漆膜外观合格后，在充

分搅拌下得到分散稳定状态；

[0096] 混合：将A组分与B组分按比例混合制得成品。

[0097] 对比例1

[0098] 除了A组分中不含磷酸锌，其他和实施例1完全相同。

[0099] 将成品涂刷在生锈金属上，制得对比样品。

[0100] 实施例1与对比例1进行漆膜性能测试，测试结果如下表所示：

[0101] 表1漆膜性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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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2]

[0103]

[0104] 通过漆膜性能测试能够看出，添加了磷酸锌的水性防锈底漆的带锈涂装效果更

好，漆膜不生锈。而且在耐盐雾测试中，可耐盐雾600小时，漆膜不产生气泡、不生锈。证明了

磷酸锌与云母粉、氧化铁、附着力促进剂的协同作用提高了油漆的耐腐蚀性，克服了现有技

术的不足，实现了本发明的目的。

[0105]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本发明保护

范围的限制，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做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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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同等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实质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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