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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耐腐蚀快干环保水性漆及

其制备方法，该面漆包括以下原料：水性环氧酯

树脂、水性丙烯酸乳液、环保溶剂、催干剂、中和

剂、分散剂、消泡剂、基材润湿剂、防沉剂、去离子

水、增稠剂、防闪锈剂、成膜助剂、颜料、硫酸钡、

纳米硅藻土。该水性漆选用水性体系，VOC≤

100g/L，气味非常低，减少环境污染，降低对人体

伤害，易于施工，且具有较高防腐性，干燥速度

快，可满足水泵涂装的各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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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耐腐蚀快干环保水性漆，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耐腐蚀快干环保水性漆，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散剂为含颜料亲

和基团的共聚物水性分散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耐腐蚀快干环保水性漆，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沉剂为蒙脱石粘

土。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耐腐蚀快干环保水性漆，其特征在于：所述成膜助剂为醇酯十

二。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耐腐蚀快干环保水性漆，其特征在于：所述环保溶剂为乙二醇

单丁醚。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耐腐蚀快干环保水性漆，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和剂为二甲基乙

醇胺；和/或

所述消泡剂为水性消泡剂；和/或

所述基材润湿剂为氟改性的丙烯酸酯类润湿剂；和/或

所述增稠剂为缔合型增稠剂；和/或

所述颜料为钛白粉和水溶性色素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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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耐腐蚀快干环保水性漆，其特征在于：所述钛白粉为金红石型

钛白粉。

8.一种耐腐蚀快干环保水性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a、按照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耐腐蚀快干环保水性漆的配方称取各原料组分，

在搅拌状态下向所述水性环氧树脂中依次加入所述环保溶剂、催干剂、50～60％配方量的

中和剂、50～60％配方量的去离子水、分散剂、50～60％配方量的消泡剂、颜料、硫酸钡、纳

米硅藻土、防沉剂、防闪锈剂和12～20％配方量的基材润湿剂，混合均匀；

步骤b、对步骤a所得物料进行研磨处理，使物料中固形物细度≤25μm；

步骤c、在搅拌状态下，向研磨后的物料中依次添加所述水性丙烯酸乳液、剩余去离子

水、剩余中和剂、剩余消泡剂、成膜助剂、剩余基材润湿剂，混合均匀；

步骤d、用所述增稠剂调节粘度至25℃的涂-4杯粘度为70s～80s，搅拌至混合均匀，即

得。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a和/或步骤c中所述搅拌状态的

搅拌速度为900～1200r/min；和/或

步骤a和/或步骤c中所述混合均匀为以400～600r/min的速度搅拌15～25分钟。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耐腐蚀快干环保水性漆用于喷涂时，

在临用前加入相当于步骤d所得成品质量5～10％的去离子水，混合均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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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耐腐蚀快干环保水性漆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性涂料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耐腐蚀快干环保水性漆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自21世纪以来，我国水泵行业发展环境良好，使得水泵生产行业现状发展迅速。据

相关统计显示，国内泵业以每年11％～12％的速度增长，高于世界泵业的增长率，这主要得

益于国内市场的逐渐成熟和需求的不断扩充。但是，由于泵体长期接触含有酸、碱、盐等水

或其他液体介质却没有采取正确的防护措施，使得泵体表面易出现较为严重的腐蚀现象从

而造成钢铁资源浪费。现有的水泵防护方法就是在泵体表面涂刷溶剂型涂料(油漆)来达到

防护目的。油漆的使用不仅会对涂料刷涂者的健康产生影响，油漆所释放的VOCs还会对环

境造成严重污染。目前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国家频频出台环保政策，所以使用低毒低污染的

水性涂料是必然趋势。然而使用环保型水性防护漆在恶劣环境中应用一般较差于溶剂型。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目前市场上的水泵溶剂型涂料存在的VOCs含量高、水性防护漆在恶劣环境中

表现较差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耐腐蚀快干环保水性漆。

[0004] 以及，本发明还提供上述耐腐蚀快干环保水性漆的制备方法。

[0005] 为达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实施例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耐腐蚀快干环保水性漆，包括以下重量份数配比的原料：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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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0009] 本发明配方将水性环氧酯树脂和水性丙烯酸乳液配合作为主要成膜物质，其中水

性环氧酯树脂主要用于增加防护漆的耐腐蚀性，但其含量较高时漆膜的干燥速度较慢，虽

然加入催干剂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干燥速度，但仍不理想，而干燥速度慢则有使水分在漆

膜干燥过程中就对水泵表面产生锈蚀，并促进水泵在将来使用过程的进一步锈蚀。但降低

水性环氧酯树脂的含量则会降低漆膜的耐腐蚀性，使漆膜发生损耗，同样失去对水泵的保

护作用。本发明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合理选用其他环保组分并调节各组分之间的比例，既大

大降低了VOCs、降低了环境污染、气味低、易于施工过程中劳动保护，又使漆膜具有较高的

防腐性、耐水性，且漆膜干燥速度快。配方中还采用了纳米硅藻土，大大提高了漆膜的硬度

和耐磨性，使产品能够更好地满足水泵涂装的各项要求。

[0010] 优选地，所述分散剂为含颜料亲和基团的共聚物水性分散剂。该类分散剂能够防

止颜料絮凝，使涂料的色相和着色力稳定化，增加了体系的贮存稳定性，降低了研磨料的粘

度。在配方中有颜料存在的情况下，能够减少浮色或发花的现象。如德国毕克公司的BYK-

190和上海田裕化工科技有限公司P30，不含任何有机溶剂，适宜于本发明的水性系统。

[0011] 优选地，所述防沉剂为蒙脱石粘土。该类防沉剂在搅拌状态下受剪切力的作用，能

够形成最佳凝胶状态，从而防止配方中其他成分的沉降，如海明斯膨润土BENTONE  EW。

[0012] 优选地，所述成膜助剂为醇酯十二。醇酯十二为环保助剂，可以有效降低最低成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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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提高涂层的耐擦洗性、明显改善涂料的成膜性能、提高涂层的光泽度、强度以及抗粉

化性能，并能增进流平性，同时，这两种成膜助剂还具有优异的湿膜性能、提高涂层的耐候

性及展色性。

[0013] 优选地，所述环保溶剂为乙二醇单丁醚，是优良的溶剂及表面能活性剂，具有良好

的溶解力且毒性低，还能增加颜料在涂料中的分散效果。

[0014] 优选地，所述中和剂为二甲基乙醇胺。二甲基乙醇胺是一种高效的胺中和剂，有效

调节体系pH值，用于涂料具有低气味、低挥发性的优点，并能赋予体系很好的pH值稳定性，

有良好的助颜料分散性，可促进漆膜光泽的展现及遮盖力的提高。

[0015] 所述消泡剂为水性消泡剂，适用于水性配方，如迪高TEGO的脱泡作用助剂Tego-

902w，可预防微泡和巨泡，且适用于无气喷涂或淋涂配方，具有高相容性，不易出现表面缺

陷。

[0016] 所述基材润湿剂为氟改性的丙烯酸酯类润湿剂。该类基材润湿剂具有优异的防缩

孔性能和流平效果，能够提高底材润湿，且不影响层间附着力，如埃夫卡的EFKA-3580。

[0017] 所述增稠剂为缔合型增稠剂，该类增稠剂具有良好的防流挂性能，用于高光泽体

系中可以在涂装过程中尽可能地减少流挂现象，使涂抹更平整光滑，如广州松尾贸易有限

公司0620。

[0018] 所述颜料为钛白粉和水溶性色素的混合物。

[0019] 优选地，所述钛白粉为金红石型钛白粉。金红石型钛白粉具有优异的白度、遮盖力

和耐久性，可以达到最佳光泽，并且与其他种类的钛白粉相比，具有更优异的耐候性，如山

东济南裕兴的R-818。

[0020] 以上各组分相互作用，使按上述配方制备出的耐腐蚀快干环保水性漆具有优异的

附着力、耐冲击性、硬度、耐水性和耐盐雾性，且干燥时间短、VOC含量低、环保性好。

[0021] 以及，本发明还提供上述耐腐蚀快干环保水性漆的制备方法。该制备方法至少包

括以下步骤：

[0022] 步骤a、按照上述耐腐蚀快干环保水性漆的配方称取各原料组分，在搅拌状态下向

所述水性环氧树脂中依次加入所述环保溶剂、催干剂、50～60％配方量的中和剂、50～60％

配方量的去离子水、分散剂、50～60％配方量的消泡剂、颜料、硫酸钡、纳米硅藻土、防沉剂、

防闪锈剂和12～20％配方量的基材润湿剂，混合均匀；

[0023] 步骤b、对步骤a所得物料进行研磨处理，使物料中固形物细度≤25μm；

[0024] 步骤c、在搅拌状态下，向研磨后的物料中依次添加所述水性丙烯酸乳液、剩余去

离子水、剩余中和剂、剩余消泡剂、成膜助剂、剩余基材润湿剂，混合均匀；

[0025] 步骤d、用所述增稠剂调节粘度至25℃的涂-4杯粘度为70s～80s，搅拌至混合均

匀，即得。

[0026] 本发明提供的耐腐蚀快干环保水性漆的制备方法操作简单，适宜于大生产操作。

通过研磨处理，能够将混合物中的结块或者大颗粒进行细化，使混合物更加细腻，从而使漆

膜更细腻致密，达到更好的防护效果，更适于水泵的涂装。

[0027] 优选地，步骤a和/或步骤c中所述搅拌状态的搅拌速度为900～1200r/min，在该搅

拌速度下进行混合可以使各原料更快而均匀地分散在去离子水中，避免加入过程中结块。

步骤a和/或步骤c中所述混合均匀为以400～600r/min的速度搅拌15～25分钟，优选的搅拌

说　明　书 3/8 页

6

CN 109439090 A

6



速度和时间可以使原料组分混合得更均匀，不至于速度过慢或时间过短而混合不均，或速

度过快、时间过长而搅入气泡。

[0028] 优选地，该耐腐蚀快干环保水性漆用于喷涂时，在临用前加入相当于步骤d所得成

品质量5～10％的去离子水，混合均匀即可。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

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

用于限定本发明。

[0030] 实施例1

[0031]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耐腐蚀快干环保水性漆及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重量份数

配比的原料：

[0032]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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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其中水性环氧酯树脂为常州广树化工科技有限公司GS-5000B树脂，水性丙烯酸乳

液为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0612乳液，分散剂为德国毕克公司的BYK-190，消泡剂为迪

高TEGO的脱泡作用助剂Tego-902w，基材润湿剂为埃夫卡的EFKA-3580，防沉剂为海明斯膨

润土BENTONE  EW，增稠剂为广州松尾贸易有限公司的0620，防闪锈剂为上海田裕化工科技

有限公司D1600，金红石型钛白粉为山东济南裕兴的R-818，酞青蓝为酞菁蓝G.型，酞青绿为

酞青绿G.型。

[0035] 上述耐腐蚀快干环保水性漆的制备方法为：

[0036] 步骤a、按照上述耐腐蚀快干环保水性漆的配方称取各原料组分，在900r/min的搅

拌状态下向所述水性环氧树脂中依次加入所述环保溶剂、催干剂、中和剂、50％配方量的去

离子水、分散剂、消泡剂、颜料、硫酸钡、纳米硅藻土、防沉剂、防闪锈剂和20％配方量的去离

子水，以400r/min的速度搅拌25分钟使之混合均匀；

[0037] 步骤b、对步骤a所得物料进行研磨处理，使物料中固形物细度≤25μm；

[0038] 步骤c、在900r/min的搅拌状态下，向研磨后的物料中依次添加所述水性丙烯酸乳

液、剩余去离子水、中和剂、消泡剂、成膜助剂、基材润湿剂，以400r/min的速度搅拌25分钟

使之混合均匀；

[0039] 步骤d、用所述增稠剂调节粘度至25℃的涂-4杯粘度为70s，搅拌至混合均匀，即

得。

[0040] 用于喷涂时，在临用前加入相当于步骤d所得成品质量5％的去离子水，混合均匀

即可。

[0041] 实施例2

[0042]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耐腐蚀快干环保水性漆及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重量份数

配比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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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0044] 其中水性环氧酯树脂为常州广树化工科技有限公司GS-5000B树脂，水性丙烯酸乳

液为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0612乳液，分散剂为上海田裕化工科技有限公司P30，消泡

剂为德国毕克公司的消泡作用助剂BYK-028，基材润湿剂为埃夫卡的EFKA-3580，防沉剂为

海明斯膨润土BENTONE  EW，增稠剂为广州松尾贸易有限公司0620，防闪锈剂为上海田裕化

工科技有限公司D1600，金红石型钛白粉为山东济南裕兴的R-818，酞青蓝为酞菁蓝G.型，酞

青绿为酞青绿G.型。

[0045] 上述耐腐蚀快干环保水性漆的制备方法为：

[0046] 步骤a、按照上述耐腐蚀快干环保水性漆的配方称取各原料组分，在1000r/min的

搅拌状态下向所述水性环氧树脂中依次加入所述环保溶剂、催干剂、中和剂、55％配方量的

去离子水、分散剂、消泡剂、颜料、硫酸钡、纳米硅藻土、防沉剂、防闪锈剂和15％配方量的去

离子水，以500r/min的速度搅拌20分钟使之混合均匀；

[0047] 步骤b、对步骤a所得物料进行研磨处理，使物料中固形物细度≤2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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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步骤c、在1100r/min的搅拌状态下，向研磨后的物料中依次添加所述水性丙烯酸

乳液、剩余去离子水、中和剂、消泡剂、成膜助剂、基材润湿剂，以500r/min的速度搅拌20分

钟使之混合均匀；

[0049] 步骤d、用所述增稠剂调节粘度至25℃的涂-4杯粘度为75s，搅拌至混合均匀，即

得。

[0050] 用于喷涂时，在临用前加入相当于步骤d所得成品质量7％的去离子水，混合均匀

即可。

[0051] 实施例3

[0052]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耐腐蚀快干环保水性漆及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重量份数

配比的原料：

[0053]

[0054]

[0055] 其中水性环氧酯树脂为常州广树化工科技有限公司GS-5000B树脂，水性丙烯酸乳

液为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0612乳液，分散剂为德国毕克公司的BYK-190，消泡剂为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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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TEGO的脱泡作用助剂Tego-902w，基材润湿剂为EFKA-3580，防沉剂为海明斯膨润土

BENTONE  EW，增稠剂为广州松尾贸易有限公司0620，防闪锈剂为上海田裕化工科技有限公

司D1600，金红石型钛白粉为山东济南裕兴的R-818，酞青蓝为酞菁蓝G.型，酞青绿为酞青绿

G.型。

[0056] 上述耐腐蚀快干环保水性漆的制备方法为：

[0057] 步骤a、按照上述耐腐蚀快干环保水性漆的配方称取各原料组分，在1200r/min的

搅拌状态下向所述水性环氧树脂中依次加入所述环保溶剂、催干剂、中和剂、60％配方量的

去离子水、分散剂、消泡剂、颜料、硫酸钡、纳米硅藻土、防沉剂、防闪锈剂和12％配方量的去

离子水，以600r/min的速度搅拌15分钟使之混合均匀；

[0058] 步骤b、对步骤a所得物料进行研磨处理，使物料中固形物细度≤25μm；

[0059] 步骤c、在1200r/min的搅拌状态下，向研磨后的物料中依次添加所述水性丙烯酸

乳液、剩余去离子水、中和剂、消泡剂、成膜助剂、基材润湿剂，以600r/min的速度搅拌15分

钟使之混合均匀；

[0060] 步骤d、用所述增稠剂调节粘度至25℃的涂-4杯粘度为80s，搅拌至混合均匀，即

得。

[0061] 用于喷涂时，在临用前加入相当于步骤d所得成品质量10％的去离子水，混合均匀

即可。

[0062] 实施例4

[0063] 以市售的以水性环氧树脂和水性丙烯酸乳液为主成分的耐腐蚀快干水性漆作为

对比例，将实施例1～3的产品与对比例进行性能对比，结果见表1。

[0064] 表1

[0065]

项目 检验方法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行业竞品

附着力 GB/T  9286 1级 1级 1级 2级

耐冲击性 GB/T  1732 50cm 50cm 50cm 40cm

铅笔硬度 GB/T  6739 H HB H B

耐水性 GB/T  1733 720小时 720小时 720小时 360小时

耐盐雾性 GB/T  1771 96小时 96小时 96小时 48小时

表干时间 / ≤7min ≤7min ≤7min 大于10min

实干时间 / ≤18h ≤18h ≤18h 大于24h

[0066] 由表1中的试验结果可见，各实施例的耐腐蚀快干环保水性漆成膜后具有优于行

业内相同产品的附着力、耐冲击性、硬度、耐水性和耐盐雾性，且表干时间和实干时间更短，

更适用于水泵的涂装。

[006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或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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