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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高分子材料制备技术领域，具体

涉及一种核壳型含氟乳液微球的制备方法及其

在超疏水涂料中的应用。该方法具体通过以下步

骤实现：（1）向反应瓶中加入乳化剂、单体和去离

子水，搅拌混合，升温，加入引发剂，保温反应，制

得种子乳液；（2）向制得种子乳液中，加入去离子

水，乳化剂，引发剂、混合单体A，开动搅拌混合，

升温反应，反应结束后滴加混合单体B，滴加完

毕，再继续反应，降温即得。本发明制备的核壳结

构含氟乳液微球，粒径可调，核壳的软硬度可调，

微球表面氟含量可调控。利用该微球制备的氟涂

料，大大增加了涂料的自清洁能力，表现为超疏

水性，兼具抗菌、防油防污、环保等性能，有效节

约能耗，对环境友好，市场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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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核壳型含氟乳液微球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首先向反应瓶中加入乳化剂、单体和去离子水，搅拌混合，升温至50‑80℃，加入引

发剂，保温反应4～6小时，制得种子乳液；

（2）向制得种子乳液中，加入去离子水，乳化剂，引发剂、混合单体A，开动搅拌混合，升

温至30～50℃保温0.5‑2小时，再升温至60‑80℃开始反应，反应0.5‑2小时后开始滴加混合

单体B，1‑5小时滴加完毕，再继续反应3‑12小时结束，降温，制得核壳型含氟乳液微球；

步骤（1）中，所述乳化剂、单体、引发剂和去离子水的质量比为(0.2～1)  :  (5～10): 

(0.005～0.1):  (20～50)；所述乳化剂为十二烷基硫酸钠与OP‑10，质量比为2:1；

步骤（1）中，所述单体为苯乙烯和二乙烯基苯的混合，混合质量比为(3～10):1；所述引

发剂为过硫酸钾或过硫酸铵；

步骤（2）中，所述去离子水，乳化剂，引发剂，混合单体的质量比为(20～80):  (1～

0.2):  (0.01～0.2):(10～20)；

所述混合单体为混合单体A和混合单体B的总和；

步骤（2）中，所述乳化剂为十二烷基硫酸钠和OP‑10混合物，质量比为(1～0.5):1；所述

种子乳液和水比为1:2～1:6；所述混合单体A为苯乙烯、丙烯酸丁酯、含氟丙烯酸酯按照质

量比为(1～3)：(1～4)：（0.1～1）组成；所述混合单体B为苯乙烯、丙烯酸丁酯、含氟丙烯酸

酯按照质量比为(1～3)：(1～4)：（1～4）组成；所述混合单体A和混合单体B的质量比为1:

(1.44～4)，所述引发剂为过硫酸钾或过硫酸铵；

所述含氟丙烯酸酯是甲基丙烯酸十二氟庚酯，丙烯酸十二氟庚酯，甲基丙烯酸六氟丁

酯，丙烯酸六氟丁酯和甲基丙烯酸十三氟辛酯中两种或两种以上单体的混合物。

2.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备的核壳型含氟乳液微球在制备超疏水耐候涂

料中的应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超疏水耐候涂料是由5‑12份核壳型含

氟乳液微球、45‑75份水性氟碳乳液、20份钛白粉、0.5份分散剂、0.5份消泡剂、0.6份流平

剂、0.2‑0.4份增稠剂和18份去离子水混合制备而成；所述涂料中核壳型含氟乳液微球含量

为3‑15wt%。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含氟乳液微球以交联聚苯乙烯为核，

聚（苯乙烯‑丙烯酸丁酯‑含氟丙烯酸酯）为壳的核壳结构乳液，粒径40nm‑400nm，氟含量为

1‑10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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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核壳型含氟乳液微球的制备方法及其在超疏水涂料中的

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高分子材料制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核壳型含氟乳液微球的制备

方法及其在超疏水涂料中的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超疏水是固体表面的一种特殊现象，它是由涂层表面的化学成分和微纳米结构共

同决定的。一般超疏水材料的制备可以由两种方法来实现：一种是在粗糙结构表面上修饰

低表面能的物质，另一种则是在疏水性材料表面上构建粗糙结构。表面超疏水涂料涂层具

有自清洁、防覆冰、防腐蚀等优异的性能，近些年被广泛应用到建筑、电力设施、化工、船舶

等领域。

[0003] 有机氟化物由于主链上受到严密的屏蔽保护而免于直接作用的破坏，从而提高有

机氟聚合物的耐候性、抗氧化性及耐腐蚀性。氟碳树脂受惠于碳氟键的高键能，使其具有优

异的耐候性、耐化性、绝缘性以及低表面能的特性，被广泛应用，被广泛应用于建筑领域、大

型构筑物、跨海大桥、交通运输领域和户外标志等。随着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水溶性氟涂

料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研究的重点。

[0004] 常规水性氟碳涂料不具有自清洁功能，其耐污性和抗菌性较差，形成的图层表面

与水接触角只有80～100°，难以达到超疏水的效果，阻碍了氟碳涂料的应用和发展。中国发

明专利CN201410139161公开了一种含氟丙烯酸超疏水涂料的制备方法，但涂料树脂为侧链

含氟的丙烯酸树脂，耐候性不佳。中国发明专利CN201710591868通过聚酰胺酰亚胺树脂、聚

四氟乙烯乳液及相关助剂制备含氟超疏水涂料，采用了主链含氟的聚四氟乙烯耐候性提

高，但影响到涂料树脂的相容性和成膜性。中国发明专利CN201610954435.9采用含氟硅氧

烷处理的二氧化硅粒子与水性氟碳乳液树脂混合制备自清洁水性氟碳涂料，但无机填料与

树脂的相容性不好，影响到最终成膜性能。而且二氧化硅粒子的粒径大小可控范围小，影响

到涂料表面微纳结构的调控。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利用核壳型含氟乳液微球制备的超

疏水涂料的方法，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种子乳液聚合，制备交联聚苯乙烯为硬核，外壳为较

软的聚苯乙烯‑聚丙烯酸丁酯‑聚甲基丙烯酸十二氟庚酯的，获得结构可控的核壳型含氟乳

液微球，在传统氟碳涂料耐候性基础上增强疏水性和防污性，提高了涂料自身的自清洁能

力。

[0006] 本发明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核壳型含氟乳液微球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首先向反应瓶中加入乳化剂、单体和去离子水，搅拌混合，升温至50‑80℃，加

入引发剂，保温反应4～6小时，制得种子乳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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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2）向制得种子乳液中，加入去离子水，乳化剂，引发剂、混合单体A，开动搅拌混

合，升温至30～50℃保温0.5‑2小时，再升温至60‑80℃开始反应，反应0.5‑2小时后开始滴

加混合单体B，1‑5小时滴加完毕，再继续反应3‑12小时结束，降温，制得核壳型含氟乳液微

球。

[0010] 进一步的，步骤（1）中，所述乳化剂、单体、引发剂和去离子水的质量比为(0.2～1)  : 

(5～10):  (0.005～0.1):  (20～50)。

[0011] 进一步的，步骤（1）中，所述乳化剂为十二烷基硫酸钠与OP‑10，质量比为(1～3):

1；所述单体为苯乙烯和二乙烯基苯的混合，混合质量比为(3～10):1；所述引发剂为过硫酸

钾或过硫酸铵。

[0012] 进一步的，步骤（2）中，所述去离子水，乳化剂，引发剂，混合单体的质量比为(20～

80):  (1～0.2):  (0.01～0.2):(10～20)；

[0013] 所述混合单体为混合单体A和混合单体B的总和。

[0014] 进一步的，步骤（2）中，所述乳化剂为十二烷基硫酸钠和OP‑10混合物，质量比为(1

～0.5):1；所述种子乳液和水比为1:2～1:6；所述混合单体A为苯乙烯、丙烯酸丁酯、含氟丙

烯酸酯按照质量比为(1～3)：(1～4)：（0.1～1）组成；所述混合单体B为苯乙烯、丙烯酸丁

酯、含氟丙烯酸酯按照质量比为(1～3)：(1～4)：（1～4）组成；所述混合单体A和混合单体B

的质量比为1:(1～4)，所述引发剂为过硫酸钾或过硫酸铵。

[0015] 进一步的，所述含氟丙烯酸酯是甲基丙烯酸十二氟庚酯，丙烯酸十二氟庚酯，甲基

丙烯酸六氟丁酯，丙烯酸六氟丁酯，甲基丙烯酸十三氟辛酯，或以上两种及两种以上以上单

体的混合物。

[0016]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通过上述制备方法制备的核壳型含氟乳液微球在制备超疏

水耐候涂料中的应用。

[0017] 进一步的，所述超疏水耐候涂料是由5‑12份核壳型含氟乳液微球、45‑75份水性氟

碳乳液、20份钛白粉、0.5份分散剂、0.5份消泡剂、0.6份流平剂、0.2‑0.4份增稠剂和18份去

离子水混合制备而成；所述涂料中核壳型含氟乳液微球含量为3‑15wt%。

[0018] 进一步的，所述含氟乳液微球以交联聚苯乙烯为核，聚（苯乙烯‑丙烯酸丁酯‑含氟

丙烯酸酯）为壳的核壳结构乳液，粒径40nm‑400nm，氟含量为1‑10wt%。

[0019] 经检测，本发明制得的超疏水耐候涂料干燥速度快，实干时间为2～4h，漆料成膜

性好，形成的漆膜与水接触角大于120度，较传统氟碳涂料提高30～50%，具有较好的超疏水

性能和自清洁能力，同时保持传统氟碳涂料良好的耐候性。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1] （1）本发明制备的核壳结构含氟乳液微球，粒径可调，核壳的软硬度可调，微球表

面氟含量可调控。

[0022] （2）利用该微球与水性氟涂料共混制备的氟涂料表面可形成微纳尺度的粗糙结

构，在保持氟碳涂料高耐候的基础上提高传统氟碳涂料的超疏水性。传统水性氟碳涂料成

膜表面与水接触角只有80°～90°,本发明制备的核壳结构含氟乳液微球的粒径和表面氟含

量可调，软壳结构赋予优异的相容性，而硬核结构可在与水性氟涂料共混后所得到的涂层

表面形成微纳尺度的粗糙结构，通过荷叶效应涂层表面与水接触角达125°以上，大大增加

了涂料的自清洁能力，表现为超疏水性，兼具抗菌、防油防污、环保等性能，有效节约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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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友好，市场前景广阔。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通过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

[0024] 实施例1

[0025] （1）向反应瓶中加入乳化剂十二烷基硫酸钠0.24  g和OP‑10  0.12  g，苯乙烯单体

2.34  g，二乙烯基苯单体1.23g，去离子水10.00  g，搅拌混合，升温至75℃，加入引发剂过硫

酸铵0.0080g，保温反应6小时，制得种子乳液，纳米粒度分析仪测量其粒径大小为45nm。

[0026] （2）向制得种子乳液中，加入去离子水50.00  g，乳化剂十二烷基硫酸钠0.20  g和

OP‑10  0.30  g，引发剂过硫酸铵0.0100g、加入苯乙烯2.34  g，丙烯酸丁酯1.96  g，甲基丙烯

酸十二氟庚酯0.51  g。开动搅拌混合，升温至30℃保温2小时，再升温至70℃开始反应，反应

1小时后开始滴加剩余混合单体苯乙烯3.50g、丙烯酸丁酯2.48g、甲基丙烯酸十二氟庚酯

1.09g，2小时滴加完毕，再继续反应12小时结束，降温，制得乳白色核壳型含氟乳液微球。纳

米粒度分析仪测量其粒径大小为69nm，氟元素质量含量为1.98%，稳定性好，放置30天无分

层。

[0027] 实施例2

[0028] （1）向反应瓶中加入乳化剂十二烷基硫酸钠0.24  g和OP‑10  0.12  g，苯乙烯单体

2.85  g，二乙烯基苯单体1.05g，去离子水10.00  g，搅拌混合，升温至75℃，加入引发剂过硫

酸铵0.0080g，保温反应6小时，制得种子乳液，纳米粒度分析仪测量其粒径大小为55nm；

[0029] （2）向制得种子乳液中，加入去离子水50.00  g，乳化剂十二烷基硫酸钠0.30  g和

OP‑10  0.40  g，引发剂过硫酸铵0.0100g、加入苯乙烯4.45  g，丙烯酸丁酯3.29  g，甲基丙烯

酸十二氟庚酯1.08  g。开动搅拌混合，升温至30℃保温2小时，再升温至70℃开始反应，反应

1小时后开始滴加剩余混合单体苯乙烯8.50g、丙烯酸丁酯7.48g、甲基丙烯酸十二氟庚酯

5.59g，2小时滴加完毕，再继续反应12小时结束，降温，制得乳白色核壳型含氟乳液微球。纳

米粒度分析仪测量其粒径大小为118nm，氟元素质量含量为5.74%，稳定性好，放置30天无分

层。

[0030] 实施例3

[0031] （1）向反应瓶中加入乳化剂十二烷基硫酸钠0.24  g和OP‑10  0.12  g，苯乙烯单体

3.85  g，二乙烯基苯单体0.85g，去离子水10.00  g，搅拌混合，升温至75℃，加入引发剂过硫

酸铵0.0100g，保温反应6小时，制得种子乳液，纳米粒度分析仪测量其粒径大小为83nm。

[0032] （2）向制得种子乳液中，加入去离子水50.00  g，乳化剂十二烷基硫酸钠0.30  g和

OP‑10  0.40  g，引发剂过硫酸铵0.0150g、加入苯乙烯5.25  g，丙烯酸丁酯4.51  g，甲基丙烯

酸十二氟庚酯1.05  g。开动搅拌混合，升温至30℃保温2小时，再升温至70℃开始反应，反应

1小时后开始滴加剩余混合单体苯乙烯7.50g、丙烯酸丁酯6.88g、甲基丙烯酸十二氟庚酯

4.15g，2小时滴加完毕，再继续反应12小时结束，降温，制得乳白色核壳型含氟乳液微球。纳

米粒度分析仪测量其粒径大小为143  nm，氟元素质量含量为4.62%，稳定性好，放置30天无

分层。

[0033] 实施例4

[0034] （1）向反应瓶中加入乳化剂十二烷基硫酸钠0.24  g和OP‑10  0.12  g，苯乙烯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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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  g，二乙烯基苯单体0.96g，去离子水10.00  g，搅拌混合，升温至75℃，加入引发剂过硫

酸铵0.0100g，保温反应6小时，制得种子乳液，纳米粒度分析仪测量其粒径大小为75nm。

[0035] （2）向制得种子乳液中，加入去离子水50.00  g，乳化剂十二烷基硫酸钠0.30  g和

OP‑10  0.40  g，引发剂过硫酸铵0.0150g、加入苯乙烯5.25  g，丙烯酸丁酯4.51  g，甲基丙烯

酸十二氟庚酯1.05  g。开动搅拌混合，升温至30℃保温2小时，再升温至70℃开始反应，反应

1小时后开始滴加剩余混合单体苯乙烯7.50g、丙烯酸丁酯6.88g、甲基丙烯酸十二氟庚酯

8.15g，2小时滴加完毕，再继续反应12小时结束，降温，制得乳白色核壳型含氟乳液微球。纳

米粒度分析仪测量其粒径大小为115  nm，氟元素质量含量为9.11%，稳定性好，放置30天无

分层。

[0036] 实施例5

[0037] （1）向反应瓶中加入乳化剂十二烷基硫酸钠0.24  g和OP‑10  0.12  g，苯乙烯单体

4.85  g，二乙烯基苯单体0.45g，去离子水10.00  g，搅拌混合，升温至75℃，加入引发剂过硫

酸铵0.0120g，保温反应6小时，制得种子乳液，纳米粒度分析仪测量其粒径大小为207nm。

[0038] （2）向制得种子乳液中，加入去离子水50.00  g，乳化剂十二烷基硫酸钠0.30  g和

OP‑10  0.40  g，引发剂过硫酸铵0.0150g、加入苯乙烯7.30  g，丙烯酸丁酯6.74  g，甲基丙烯

酸十二氟庚酯1.05  g。开动搅拌混合，升温至30℃保温2小时，再升温至70℃开始反应，反应

1小时后开始滴加剩余混合单体苯乙烯8.85g、丙烯酸丁酯7.65g、甲基丙烯酸十二氟庚酯

5.22g，2小时滴加完毕，再继续反应12小时结束，降温，制得乳白色核壳型含氟乳液微球。纳

米粒度分析仪测量其粒径大小为345  nm，氟元素质量含量为5.24%，稳定性好，放置30天无

分层。

[0039] 实施例6

[0040] 按重量份数计，称取55份水性氟碳乳液树脂，5份实施实例2制备的核壳型含氟乳

液微球，20份钛白粉，0.5份分散剂，0.5份消泡剂，0.6份流平剂，0.2份增稠剂，18份去离子

水，装入混料机中混合均匀，即可得水性超疏水耐候氟碳涂料。制备的超疏水耐候涂料成膜

性好，形成的漆膜与水接触角为125度。

[0041] 实施例7

[0042] 按重量份数计，称取55份水性氟碳乳液树脂，5份实施实例3制备的核壳型含氟乳

液微球，20份钛白粉，0.5份分散剂，0.5份消泡剂，0.6份流平剂，0.4份增稠剂，18份去离子

水，装入混料机中混合均匀，即可得水性超疏水耐候氟碳涂料。制备的超疏水耐候涂料成膜

性好，形成的漆膜与水接触角为127度。

[0043] 实施例8

[0044] 按重量份数计，称取75份水性氟碳乳液树脂，12份实施实例2制备的核壳型含氟乳

液微球，20份钛白粉，0.5份分散剂，0.5份消泡剂，0.6份流平剂，0.3份增稠剂，11份去离子

水，装入混料机中混合均匀，即可得水性超疏水耐候氟碳涂料。制备的超疏水耐候涂料成膜

性好，形成的漆膜与水接触角为131度。

[0045] 对比例1

[0046] 按重量份数计，称取55份水性氟碳乳液树脂，20份钛白粉，0.5份分散剂，0.5份消

泡剂，0.6份流平剂，0.4份增稠剂，23份去离子水，装入混料机中混合均匀，即可得水性耐候

氟碳涂料。制备的传统氟碳涂形成的漆膜与水接触角为8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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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对比例2

[0048] 向反应瓶中加入乳化剂十二烷基硫酸钠0.24  g和OP‑10  0.12  g，苯乙烯单体2.85 

g，二乙烯基苯单体1.05g，去离子水10.00  g，搅拌混合，升温至75℃，加入引发剂过硫酸铵

0.0080g，保温反应6小时，制得种子乳液，纳米粒度分析仪测量其粒径大小为55nm；

[0049] 向制得种子乳液中，加入去离子水50.00  g，乳化剂十二烷基硫酸钠0.30  g和OP‑

10  0.40  g，引发剂过硫酸铵0.0100g、加入苯乙烯4.45  g，丙烯酸丁酯3.29  g，甲基丙烯酸

十二氟庚酯6.08  g。开动搅拌混合，升温至30℃保温2小时，再升温至70℃开始反应，反应1

小时后开始滴加剩余混合单体苯乙烯8.50g、丙烯酸丁酯7.48g、甲基丙烯酸十二氟庚酯

0.59g，2小时滴加完毕，再继续反应12小时结束，降温，制得乳白色核壳型含氟乳液微球。纳

米粒度分析仪测量其粒径大小为115nm，氟元素质量含量为5.78%。

[0050] 按重量份数计，称取75份水性氟碳乳液树脂，12份核壳型含氟乳液微球，20份钛白

粉，0.5份分散剂，0.5份消泡剂，0.6份流平剂，0.3份增稠剂，11份去离子水，装入混料机中

混合均匀，即可得水性耐候氟碳涂料。

[0051] 对比例3

[0052] 向反应瓶中加入去离子水50.00  g，乳化剂十二烷基硫酸钠0.30  g和OP‑10  0.40 

g，引发剂过硫酸铵0.0100g、加入苯乙烯4.45  g，丙烯酸丁酯3.29  g，甲基丙烯酸十二氟庚

酯6.08  g。开动搅拌混合，升温至30℃保温2小时，再升温至70℃开始反应，反应1小时后开

始滴加剩余混合单体苯乙烯8.50g、丙烯酸丁酯7.48g、甲基丙烯酸十二氟庚酯0.59g，2小时

滴加完毕，再继续反应12小时结束，降温，制得乳白色含氟乳液微球。纳米粒度分析仪测量

其粒径大小为84nm，氟元素质量含量为7.14%。

[0053] 按重量份数计，称取75份水性氟碳乳液树脂，12份含氟乳液微球，20份钛白粉，0.5

份分散剂，0.5份消泡剂，0.6份流平剂，0.3份增稠剂，11份去离子水，装入混料机中混合均

匀，即可得水性耐候氟碳涂料。

[0054] 对比例4

[0055] 向反应瓶中加入乳化剂十二烷基硫酸钠0.48  g和OP‑10  0.25  g，苯乙烯单体1.85 

g，二乙烯基苯单体0.75g，去离子水10.00  g，搅拌混合，升温至75℃，加入引发剂过硫酸铵

0.0080g，保温反应6小时，制得种子乳液，纳米粒度分析仪测量其粒径大小为21nm；

[0056] 向制得种子乳液中，加入去离子水50.00  g，乳化剂十二烷基硫酸钠0.30  g和OP‑

10  0.40  g，引发剂过硫酸铵0.0100g、加入苯乙烯1.45  g，丙烯酸丁酯1.29  g，甲基丙烯酸

十二氟庚酯0.58  g。开动搅拌混合，升温至30℃保温2小时，再升温至70℃开始反应，反应1

小时后开始滴加剩余混合单体苯乙烯2.50g、丙烯酸丁酯2.08g、甲基丙烯酸十二氟庚酯

1.19g，2小时滴加完毕，再继续反应12小时结束，降温，制得乳白色核壳型含氟乳液微球。纳

米粒度分析仪测量其粒径大小为29nm，氟元素质量含量为4.64%。

[0057] 按重量份数计，称取75份水性氟碳乳液树脂，12份核壳型含氟乳液微球，20份钛白

粉，0.5份分散剂，0.5份消泡剂，0.6份流平剂，0.3份增稠剂，11份去离子水，装入混料机中

混合均匀，即可得水性耐候氟碳涂料。。

[0058] 效果实施例

[0059] 对实施实例和对比例获得的氟涂料产品进行如下性能测试：与水或油接触角是利

用接触角测试仪，测试涂料漆膜与水或油接触角，表征涂料的疏水和疏油性能；耐沾污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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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涂料漆膜用涂鸦笔进行书写，再进行擦拭，测试其擦拭性能。

[0060] 通过上述测试，涂料产品性能结果见下表1。

[0061] 表1

[0062]

[0063] 对于涂料漆膜与水接触角，实施例6‑9的接触角均大于125°，疏水性好，灰尘不易

在涂料表面粘附，表现出优异的疏水自清洁性能。而对比例1‑4的接触角均小于100°的疏水

性不太明显，易沾染灰尘，自清洁效果差。对于涂料漆膜与二碘甲烷接触角，实施例6‑9的接

触角均大于100°，疏油性好，，表现出优异的疏水疏油性能。而对比例1‑4的接触角均只有

75‑85°，疏油性不太明显，。用涂鸦笔在制备的涂料漆膜上书写，随后进行擦拭，发现实施例

6‑9漆膜很容易擦掉，并且无残留，而对比例1‑4的涂膜较难擦掉，并且会有墨水残留，说明

采用本发明的方法制得的涂料可擦拭效果好，具有防污防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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