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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芳纶纤维改性水性氟碳

绝缘漆，包括A组分和B组分，A组分主要由水性氟

碳树脂、芳纶纤维、颜料、填料、助剂和水制备而

成，B组分主要为水性异氰酸酯固化剂。本发明的

制备方法：(1)将芳纶纤维分散在水中，得到含有

芳纶短切纤维的水性浆料；(2)将颜料、填料和部

分助剂混合并分散均匀，得到含有颜、填料的水

性浆料；(3)将步骤(1)和步骤(2)制备的浆料混

合，并加入水性氟碳树脂和其他助剂，分散均匀，

得到组分A；(4)量准备水性异氰酸酯固化剂作为

组分B。本发明的氟碳绝缘漆耐化学腐蚀性能和

耐盐雾性能好、具有良好的耐候性、耐热性能好、

具有良好的阻燃性能、电气绝缘性能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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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芳纶纤维改性水性氟碳绝缘漆，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性氟碳绝缘漆为多组分绝

缘漆，包括A组分和B组分，其中，所述A组分主要由以下重量百分含量的原料制备而成：

所述B组分主要为水性异氰酸酯固化剂。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性氟碳绝缘漆，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性氟碳树脂是由三氟氯乙

烯与乙烯基醚共聚反应形成的交替共聚结构的氟树脂乳液，其羟值为70～80mgKOH/g，酸值

为13～15mgKOH/g，氟含量21～25％。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性氟碳绝缘漆，其特征在于，所述芳纶纤维为聚对苯二甲酰对

苯二胺短切纤维1414或/和聚间苯二甲酰间苯二胺短切纤维1313。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性氟碳绝缘漆，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性异氰酸酯固化剂为水性

脂肪族多异氰酸酯，固含量为66％～72％，异氰酸酯含量为11.2％～13.2％。

5.如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水性氟碳绝缘漆，其特征在于，所述助剂包括水性分

散剂、湿润剂、消泡剂、防闪锈剂、增稠剂、流平剂的一种或多种。

6.如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水性氟碳绝缘漆，其特征在于，所述颜料为氧化铁红、

大红粉、酞青蓝、钛白粉、复合磷酸锌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填料为硅微粉、云母粉、滑石粉

中的一种或多种。

7.如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水性氟碳绝缘漆，其特征在于，在使用过程中，所述A

组分和B组分的质量比为(6-8)：1。

8.一种如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水性氟碳绝缘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步骤：

(1)将芳纶纤维分散在水中，得到含有芳纶短切纤维的水性浆料；

(2)将颜料、填料、水性分散剂、湿润剂、消泡剂混合并分散均匀，得到含有颜、填料的水

性浆料；

(3)将步骤(1)和步骤(2)制备的浆料混合，并加入水性氟碳树脂、防闪锈剂、增稠剂、流

平剂，分散均匀，得到组分A；

(4)按照组分A和组分B的质量比为(6-8)：1的量准备100％含量的水性异氰酸酯固化剂

作为组分B。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分散过程采用疏解机进

行分散，分散速度为20000～30000r/m，分散时间为0.5～1.5h。

10.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分散速度为2000～

3000r/m，分散时间为0.5～1.5h；

所述步骤(3)中，分散速度为500～1500r/m，分散时间为0.5～1.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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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芳纶纤维改性水性氟碳绝缘漆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性绝缘漆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芳纶纤维改性水性氟碳绝缘漆及其制

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传统的表面绝缘漆一般为油性环氧树脂、有机硅树脂、氟碳树脂、醇酸树脂

等，这一类绝缘漆具有良好的电气性能，广泛应用于电气绝缘的各个领域。但传统的油性表

面绝缘磁漆中含有大量有机溶剂，在涂料成膜固化过程中，有机溶剂全部挥发到大气中，不

仅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污染和危害，而且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而水性绝缘漆是相对

油性绝缘漆相对安全环保。

[0003] 中国专利申请CN105348502A、CN104974625A、CN102079939A、201610914547.1中均

公开了一种水性绝缘漆，然而这些水性漆均是以水性醇酸树脂、水性丙烯酸树脂和水性环

氧树脂为基料，其耐候性能、防腐性能、阻燃性能较差。

[0004] 因此，研究一种耐候性能、防腐性能、阻燃性能优异的水性绝缘漆是非常有必要

的。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以上背景技术中提到的不足和缺陷，提供一

种芳纶纤维改性水性氟碳绝缘漆及其制备方法。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的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芳纶纤维改性水性氟碳绝缘漆，该氟碳绝缘漆为多组分绝缘漆，包括A组分和

B组分，其中，所述A组分主要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备而成：

[0008]

[0009] 所述B组分主要为水性异氰酸酯固化剂。

[0010] 氟碳树脂俗称涂料之王，比其它树脂性能优越主要是氟碳树脂本身结构决定的。

氟碳树脂中的C-F键短，且F的电负性很高，且C-F键的键能是目前已知化学键中键能最高

的，高达485KJ/mol，不易被破坏。选择氟碳树脂来制备绝缘漆能够保证绝缘漆具有优异性

能。

[0011] 水性氟碳树脂具有分子键能大、交替共聚对称性好、极性低、交联密度高的特点，

芳纶纤维由于分子结构中的酰胺基团与苯基相互连接，大分子链呈柔性结构，晶体内氢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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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强烈，具有优异的耐热性和阻燃性。以水性氟碳树脂为基料，使用芳纶纤维改性的绝缘

漆具有优异的耐腐蚀性能、耐候性能、阻燃性能及电气绝缘性能。

[0012] 上述的氟碳绝缘漆，优选的，所述水性氟碳树脂是由三氟氯乙烯与乙烯基醚共聚

反应形成的交替共聚结构的氟树脂乳液，其羟值为70～80mgKOH/g，酸值为13～15mgKOH/g，

氟含量21～25％。

[0013] 本发明选用的水性氟碳树脂是采用先进转相乳化技术制备的具有交替共聚结构

的氟树脂乳液，该产品具有高交联密度，从而使得绝缘漆涂层具有较低的表面能、良好的电

气绝缘性能、耐候性能、耐腐蚀性能和阻燃性能。

[0014] 上述的氟碳绝缘漆，优选的，所述芳纶纤维为聚对苯二甲酰对苯二胺短切纤维

1414或/和聚间苯二甲酰间苯二胺短切纤维1313。

[0015] 上述的氟碳绝缘漆，优选的，所述水性异氰酸酯固化剂为水性脂肪族多异氰酸酯，

固含量为66％～72％，异氰酸酯含量为11.2％～13.2％。

[0016] 上述的氟碳绝缘漆，优选的，所述助剂包括水性分散剂、湿润剂、消泡剂、防闪锈

剂、增稠剂、流平剂的几种或多种。进一步优选的，所述助剂包括水性分散剂HY1940、

DISUPER  S19、湿润剂BYK341、消泡剂BYK024、BYK020、防闪锈剂、增稠剂R972、PAMID  D760、

流平剂LT、HYPERLEV  F81的几种或多种。

[0017] 上述的氟碳绝缘漆，优选的，所述颜料为氧化铁红、大红粉、酞青蓝、钛白粉、复合

磷酸锌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填料为硅微粉、云母粉和滑石粉中的一种或多种。本发明选择

的颜填料不导电、不水解，且具有防锈、耐候性能。

[0018] 上述的氟碳绝缘漆，优选的，在使用过程中，所述A组分和B组分混合的质量比为

(6-8)：1。

[0019] 作为一个总的发明构思，本发明还提供一种上述的氟碳绝缘漆的制备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0020] (1)将芳纶纤维分散在水中，得到含有芳纶短切纤维的水性浆料；

[0021] (2)将颜料、填料、水性分散剂、湿润剂、消泡剂混合进行分散均匀，得到含有颜填

料的水性浆料；

[0022] (3)将步骤(1)和步骤(2)制备的浆料混合，并加入水性氟碳树脂、防闪锈剂、增稠

剂、流平剂，分散均匀，得到组分A；

[0023] (4)按照组分A和组分B的质量比为(6-8)：1的量准备100％含量的水性异氰酸酯固

化剂作为组分B。

[0024] 上述的制备方法，优选的，所述步骤(1)中，分散过程采用疏解机进行分散，分散速

度为20000～30000r/m，分散时间为0.5～1.5h。

[0025] 上述的制备方法，优选的，所述步骤(2)中，分散速度为2000～3000r/m，分散时间

为0.5～1.5h；

[0026] 所述步骤(3)中，分散速度为500～1500r/m，分散时间为0.5～1.0h。

[002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28] (1)本发明的氟碳绝缘漆耐化学腐蚀性能和耐盐雾性能好、具有良好的耐候性、耐

热性能好、具有良好的阻燃性能、电气绝缘性能优异；常态体积电阻率可达1×1013Ω·m，电

气强度在30KV/mm以上，耐紫外人工加速老化1500小时，耐盐雾腐蚀1000小时，氧指数可达

说　明　书 2/6 页

4

CN 109401462 A

4



到28以上，属阻燃级别。

[0029] (2)本发明的制备方法中先制备无树脂颜填料浆料，再低速加入氟碳乳液，可避免

氟碳乳液在高速剪切条件下破乳的风险。

[0030] (3)本发明的制备方法中使用疏解机替代高速分散机分散芳纶纤维，效率更高，分

散效果更好。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为了便于理解本发明，下文将结合较佳的实施例对本文发明做更全面、细致地描

述，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限于以下具体实施例。

[0032] 除非另有定义，下文中所使用的所有专业术语与本领域技术人员通常理解含义相

同。本文中所使用的专业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体实施例的目的，并不是旨在限制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

[0033] 除非另有特别说明，本发明中用到的各种原材料、试剂、仪器和设备等均可通过市

场购买得到或者可通过现有方法制备得到。

[0034] 实施例1：

[0035] 一种芳纶纤维改性水性氟碳绝缘漆，包括A组分和B组分(水性异氰酸酯固化剂)，

其中，A组分主要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备而成：

[0036]

[0037] 其中助剂为水性分散剂HY1940(28g)、湿润剂BYK341(5g)、消泡剂BYK024(3g)、防

闪锈剂(5g)、增稠剂R972(5g)、流平剂LT(4g)。

[0038] 本实施例的芳纶纤维改性水性氟碳绝缘漆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9] (1)A组分的制备：

[0040] (a)使用疏解机将100g芳纶短切纤维1313在强剪切力分散条件下分散在50g的去

离子水中，分散1小时，分散速度为25000转/分，在水中形成含有芳纶短切纤维的水性浆料

①；

[0041] (b)将180g金红石型钛白粉R902、50g复合磷酸锌A、20g滑石粉、28g水性分散剂

HY1940、5g湿润剂BYK341、3g消泡剂BYK024和70g去离子水混合，使用分散机在高速分散条

件下分散1小时，分散速度为3000转/分，制成水性浆料②；

[0042] (c)将水性浆料①和水性浆料②混合并加入480g水性氟碳树脂E670、5g防闪锈剂、

5g增稠剂R972、4g流平剂LT，使用分散机中速分散0.5小时，分散速度为600转/分，得到A组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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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2)B组分的制备：将100％的水性异氰酸酯固化剂XD803直接称量分装，即得到B组

分。

[0044] 将A组分与B组分按质量比为8：1的量混合均匀并用自来水调节至施工粘度(18～

40s，涂4#杯)，熟化15分钟后用刷涂或喷涂的方法施工。

[0045] 实施例2：

[0046] 一种芳纶纤维改性水性氟碳绝缘漆，包括A组分和B组分(水性异氰酸酯固化剂)，

其中，A组分主要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备而成：

[0047]

[0048] 其中助剂为水性分散剂HY1940(38g)、湿润剂BYK341(5g)、消泡剂BYK024(3g)、防

闪锈剂(5g)、增稠剂R972(5g)、流平剂LT(4g)。

[0049] 本实施例的芳纶纤维改性水性氟碳绝缘漆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0] (1)A组分的制备：

[0051] (a)使用疏解机将80g芳纶纤维1313在强剪切力分散条件下分散在40g水中，分散1

小时(分散速度为20000转/分)，在水中形成含有芳纶短切纤维的原始水性浆料①；

[0052] (b)将120g氧化铁红CT、50g复合磷酸锌A、50g硅微粉、38g水性分散剂HY1940、5g湿

润剂BYK341、3g消泡剂BYK024、80g去离子水混合，使用分散机在高速分散条件下分散1.2小

时(分散速度为2500转/分)，制成水性浆料②；

[0053] (c)将水性浆料①和水性浆料②混合并加入520g水性氟碳树脂E670、5g防闪锈剂、

5g增稠剂R972、4g流平剂LT，使用分散机中速分散0.5小时(分散速度为800转/分)，制得A组

分；

[0054] (2)B组分的制备：将100％的水性异氰酸酯固化剂XD803直接称量分装得B组分。

[0055] 将A组分与B组分按6：1混合均匀并用自来水调节至施工粘度(18～40s，涂4#杯)，

熟化15分钟后用刷涂或喷涂的方法施工。

[0056] 实施例3：

[0057] 一种芳纶纤维改性水性氟碳绝缘漆，包括A组分和B组分(水性异氰酸酯固化剂)，

其中，A组分主要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备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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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0059] 其中助剂为水性分散剂DISUPER  S19(38g)、湿润剂BYK341(5g)、消泡剂BYK020

(3g)、防闪锈剂(5g)、增稠剂PAMID  D760(5g)、流平剂HYPERLEV  F81(4g)。

[0060] 本实施例的芳纶纤维改性水性氟碳绝缘漆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1] (1)A组分的制备：

[0062] (a)使用疏解机将100g芳纶纤维1313在强剪切力分散条件下分散在50g水中，分散

1.2小时，分散速度为30000转/分，在水中形成含有芳纶短切纤维的原始水性浆料①；

[0063] (b)将70g大红粉F3RK70、70g复合磷酸锌A、50g  1250目云母粉、38g水性分散剂

DISUPER  S19、5g湿润剂BYK341、3g消泡剂BYK020和100g去离子水混合，使用分散机在高速

分散条件下分散1小时(分散速度为2200转/分)，制成水性浆料②；

[0064] (c)将水性浆料①和水性浆料②混合并加入500g水性氟碳树脂、5g防闪锈剂、5g增

稠剂PAMID  D760、4g流平剂HYPERLEV  F81，使用分散机中速分散0.5小时(分散速度为800

转/分)，制得A组分；

[0065] (2)B组分的制备：将100％的水性异氰酸酯固化剂XD803直接称量分装得B组分。

[0066] 将A组分与B组分按7：1混合均匀并用自来水调节至施工粘度(18～40s，涂4#杯)，

熟化15分钟后用刷涂或喷涂的方法施工。

[0067] 实施例4：

[0068] 一种芳纶纤维改性水性氟碳绝缘漆，包括A组分和B组分(水性异氰酸酯固化剂)，

其中，A组分主要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备而成：

[0069]

[0070] 其中，助剂为水性分散剂DISUPER  S19(38g)、湿润剂BYK341(5g)、消泡剂BYK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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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防闪锈剂(5g)、增稠剂PAMID  D760(5g)、流平剂HYPERLEV  F81(4g)。

[0071] 本实施例的芳纶纤维改性水性氟碳绝缘漆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2] (1)A组分的制备：

[0073] (a)使用疏解机将110g芳纶纤维1414在强剪切力分散条件下分散在55g水中，分散

1.5小时(分散速度为28000转/分)，在水中形成含有芳纶短切纤维的原始水性浆料①；

[0074] (b)将30g酞青蓝BGS、100g金红石型钛白粉R902、50g复合磷酸锌A、50g  1250目云

母粉、38g水性分散剂DISUPER  S19、5g湿润剂BYK341、3g消泡剂BYK020、65g去离子水混合，

使用分散机在高速分散条件下分散1.5小时(分散速度为3000转/分)，制成水性浆料②；

[0075] (c)将水性浆料①和水性浆料②混合并加入480g水性氟碳树脂E670、5g防闪锈剂、

5g增稠剂PAMID  D760、4g流平剂HYPERLEV  F81，使用分散机中速分散0.5小时(分散速度为

1000转/分)，制得组分A；

[0076] (2)B组分的制备：将100％的水性异氰酸酯固化剂XD803直接称量分装得组分B。

[0077] 将A组分与B组分按8：1混合均匀并用自来调节至施工粘度(18～40s，涂4#杯)，熟

化15分钟后用刷涂或喷涂的方法施工。

[0078] 参照有关国家或行业标准，对以上具体实施例进行性能检测，结果如下表：

[0079]

[0080] 由上表的实验数据可知，本发明的氟碳绝缘漆耐化学腐蚀性能和耐盐雾性能好、

具有良好的耐候性、耐热性能好、具有良好的阻燃性能、电气绝缘性能优异；常态体积电阻

率可达1×1013Ω·m以上，电气强度在30KV/mm以上，耐紫外人工加速老化1500小时，耐盐雾

腐蚀1000小时，氧指数可达到28以上，属阻燃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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