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1154814.X

(22)申请日 2019.11.2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963778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4.07

(73)专利权人 武汉理工大学

地址 430070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

122号

(72)发明人 刘志超　雷鸣　王发洲　何永佳　

刘鹏　

(74)专利代理机构 武汉智嘉联合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42231

代理人 易贤卫

(51)Int.Cl.

C04B 28/18(2006.01)

C04B 40/02(2006.01)

C04B 28/08(2006.01)

C04B 20/10(2006.01)

C04B 111/27(2006.01)

审查员 万淼

 

(54)发明名称

一种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及

其制备方法，该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由如下质量

份数的原料混合制成：碳化胶凝材料85～95份、

碳化增强剂0.4～1.5份、表面修饰剂5～15份、第

一溶剂5～15份、第二溶剂12～15份。本发明通过

将碳化胶凝材料、碳化增强剂、表面修饰剂、第一

溶剂和第二溶剂作为原料，得到超疏水碳化硬化

材料，该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的表面和内部均具

有超疏水性能，与单纯只有表面具有超疏水性能

的超疏水材料相比，疏水性能更加优异且使用范

围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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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由如下质量份数

的原料混合制成：碳化胶凝材料85~95份、碳化增强剂0.4~1.5份、表面修饰剂5~15份、第一

溶剂5~15份、第二溶剂12~15份；所述碳化胶凝材料为γ型硅酸二钙、硅酸一钙、钢渣、二硅

酸三钙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第一溶剂为无水乙醇、异丙醇、正己烷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

第二溶剂为水；所述碳化增强剂为聚乙二醇、聚乙烯醇、壳聚糖、无定形硅质材料中的一种

或多种；

所述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将碳化增强剂与第二溶剂混合配置成碳化增强剂溶液；

将表面修饰剂与第一溶剂混合，得到混合液，然后向所述混合液中加入占碳化胶凝材

料总质量10%~30%的碳化胶凝材料搅拌均匀并烘干，得到经表面处理后的碳化胶凝材料；

将经表面处理后的碳化胶凝材料、未经表面处理的碳化胶凝材料和碳化增强剂溶液混

合均匀，得到湿料；

将所述湿料置于模具中成型，得到坯体；

将所述坯体在二氧化碳气氛下养护，得到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表面修饰剂为油酸、硬

脂酸或硅烷类表面修饰剂中的一种或多种。

3.一种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的制

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将碳化增强剂与第二溶剂混合配置成碳化增强剂溶液；

将表面修饰剂与第一溶剂混合，得到混合液，然后向所述混合液中加入占碳化胶凝材

料总质量10%~30%的碳化胶凝材料搅拌均匀并烘干，得到经表面处理后的碳化胶凝材料；

将经表面处理后的碳化胶凝材料、未经表面处理的碳化胶凝材料和碳化增强剂溶液混

合均匀，得到湿料；

将所述湿料置于模具中成型，得到坯体；

将所述坯体在二氧化碳气氛下养护，得到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

所述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的制备方法用于制备权利要求1~2中任一所述超疏水碳化硬

化材料。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坯体在二氧

化碳气氛下养护的过程中，所用碳化养护容器内的温度为5~50℃，相对湿度为50~100%，二

氧化碳浓度为10~99.8%，气压为0.1~0.5MPa，碳化时间为2~8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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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超疏水材料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润湿性是固体表面的一种十分重要的物理性质，是指液体在固体材料表面的铺展

能力，常用液滴与固体表面的接触角表征。当水滴与固体表面的接触角大于150°，且滚动角

小于10°时，该固体表面被称为超疏水表面。自然界中早有对于超疏水表面的形容，如古文

中提及到“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就是对荷花表面超疏水性质的描述。超疏水材料

具有许多独特的表面性能，如自清洁、防腐、超疏水、抗氧化、防止电流传导等，从而使超疏

水材料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0003] 现如今，超疏水材料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人工制造超疏水表面的新方法层

出不穷。目前的制备方法主要分为：一种是用低表面能材料修饰具有微纳米结构的表面；二

是在低表面能材料表面构建微纳米结构。具体包括湿化学、电化学刻蚀、电化学沉积、气相

沉积、静电纺丝等。以上方法虽然可以制备超疏水表面，但是大多方法的过程较为复杂，能

耗和成本高，许多方法都需要特定的仪器，不利于工业生产。

[0004] 同时，现有的大部分超疏水材料采取表面涂层的方式仅能使材料表面具有超疏水

性能，而忽略材料内部的疏水性能，从而使其材料的超疏水性能不够稳定，限制了超疏水材

料的应用范围。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技术不足，提出一种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及其制备方

法，解决现有技术中大部分超疏水材料只有表面具有超疏水性能，从而限制其使用范围的

技术问题。

[0006] 为达到上述技术目的，本发明的第一解决方案提供了一种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

该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由如下质量份数的原料混合制成：

[0007] 碳化胶凝材料  85~95份、碳化增强剂0.4~1.5份、表面修饰剂5~15份、第一溶剂5~
15份、第二溶剂12~15份。

[0008] 本发明的第二解决方案提供了一种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的制备方法，该超疏水碳

化硬化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将碳化增强剂与第二溶剂混合配置成碳化增强剂溶液；

[0010] 对占碳化胶凝材料总质量为10%~30%的碳化胶凝材料用表面修饰剂进行表面处

理；

[0011] 将经表面处理后的碳化胶凝材料、未经表面处理的碳化胶凝材料和碳化增强剂溶

液混合均匀，得到湿料；

[0012] 将上述湿料置于模具中成型，得到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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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将上述坯体在二氧化碳气氛下养护，得到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

[0014] 上述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的制备方法用于制备本发明第一解决方案中的超疏水

碳化硬化材料。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6] 本发明通过将碳化胶凝材料、碳化增强剂、表面修饰剂、第一溶剂和第二溶剂作为

原料，得到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该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的表面和内部均具有超疏水性能，

与单纯只有表面具有超疏水性能的超疏水材料相比，疏水性能更加优异且使用范围更广。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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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

限定本发明。

[0018] 对于本发明的第一解决方案，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该超疏水

碳化硬化材料由如下质量份数的原料混合制成：

[0019] 碳化胶凝材料85~95份、碳化增强剂0.4~1.5份、表面修饰剂5~15份、第一溶剂5~15

份、第二溶剂12~15份。

[0020] 其中，上述碳化胶凝材料为γ型硅酸二钙（γ‑C2S）、硅酸一钙、钢渣、二硅酸三钙

中的一种或多种；优选地，上述碳化胶凝材料为γ‑C2S；上述碳化增强剂为聚乙二醇、聚乙

烯醇、壳聚糖、无定形硅质材料中的一种或多种；上述表面修饰剂为油酸、硬脂酸或硅烷类

表面修饰剂中的一种或多种，优选地，上述表面修饰剂为油酸；上述第一溶剂为无水乙醇、

异丙醇、正己烷中的一种或多种，优选地，上述第一溶剂为无水乙醇；上述第二溶剂为水。

[0021] 具体的，上述γ‑C2S为白色粉末，粒径分布于0.5~100µm，表观密度约为2.91g/cm3；

上述油酸为无色油状液体，相对密度约为0.892g/ml；上述无水乙醇为含量大于99.7%的无

色透明液体。

[0022] 本发明中，碳化胶凝材料，如γ‑C2S等，具有较低水化活性和较高碳化活性，碳化

后具有有很高的力学性能，将其作为原料得到的超疏水材料同时也具有很高的力学性能，

适用范围更广；利用表面修饰剂对碳化胶凝材料进行表面处理，使碳化胶凝材料的表面具

有较低的自由能，从而实现超疏水性；碳化增强材料的掺入可进一步提高超疏水碳化硬化

材料的强度；第一溶剂作为表面修饰剂的分散剂，便于使表面修饰剂与碳化胶凝材料混合

均匀；第二溶剂作为碳化增强剂和碳化胶凝材料的分散剂，使经表面处理后得到的碳化胶

凝材料和未经表面处理后得到的碳化胶凝材料混合均匀，得到湿料，便于后续成型和碳化

过程的顺利进行。

[0023] 对于本发明的第二解决方案，本发明提供一种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的制备方法，

该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4] 将碳化增强剂与第二溶剂混合配置成碳化增强剂溶液；

[0025] 对占碳化胶凝材料总质量为10%~30%的碳化胶凝材料用表面修饰剂进行表面处

理；

[0026] 将经表面处理后的碳化胶凝材料、未经表面处理的碳化胶凝材料和碳化增强剂溶

液混合均匀，得到湿料；其中，水灰比为0.14~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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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将上述湿料置于模具中成型，得到坯体；

[0028] 将上述坯体在二氧化碳气氛下养护，得到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

[0029] 上述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的制备方法用于制备本发明第一方面提供的超疏水碳

化硬化材料。

[0030] 本发明中，上述对占碳化胶凝材料总质量为10%~30%的碳化胶凝材料进行表面处

理的步骤具体为：将表面修饰剂与第一溶剂混合，得到混合液，然后向上述混合液中加入占

碳化胶凝材料总质量为10%~30%的碳化胶凝材料搅拌均匀并烘干，得到经表面处理后的碳

化胶凝材料；上述烘干过程为在烘箱中烘干至第一溶剂完全挥发，烘干过程的温度为80~
100℃，烘干过程的时间为6~12  h，优选的，烘干过程的温度为100℃，烘干过程的时间为6 

h，在此温度和时间范围内，烘干完全且避免烘干时间过长。

[0031] 本发明中，上述将经表面处理后的碳化胶凝材料、未经表面处理的碳化胶凝材料

和碳化增强剂溶液混合均匀，得到湿料的具体步骤为：将上述经表面处理后的碳化胶凝材

料和剩余未经表面处理的碳化胶凝材料混合后球磨，得到混合物，随后将混合物与碳化增

强剂溶液混合均匀，得到湿料。

[0032] 本发明中，将上述湿料置于模具中成型，得到坯体的具体步骤为：将上述湿料置于

不同的模具中通过模具压制成型或者冷等静压成型的方式将湿料压制成坯体。其中，根据

需要，利用不同的模具得到具有不同形状的坯体。

[0033] 本发明中，上述坯体在二氧化碳气氛下养护的过程中，所用碳化养护容器内的温

度为5~50℃，相对湿度为50~100%，二氧化碳浓度为10~99.8%，气压为0.1~0.5MPa，碳化时间

为2~8小时，在上述碳化时间范围内，能保证碳化反应完全，同时也避免碳化时间过长。

[0034] 油酸、硬脂酸、硅烷类等表面修饰剂，一般用于对材料进行表面处理，可赋予材料

疏水性能；本发明中，利用表面修饰剂对部分碳化胶凝材料进行表面处理，降低了碳化胶凝

材料的表面能，使碳化硬化材料具有疏水性，便于后续得到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

[0035] 本发明中，将经表面处理后得到的碳化胶凝材料、未经表面处理后的碳化胶凝材

料和碳化增强剂溶液混合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有利于使碳化增强剂溶液均匀分散在体系

中；另一方面便于使第二溶剂与混合物混合得到湿料，便于成型；若直接将碳化胶凝材料与

碳化增强剂、第一溶剂、第二溶剂和表面修饰剂混合，由于表面修饰剂在第二溶剂中分散效

果不好，导致对碳化胶凝材料的处理效果差，不能得到材料表面和内部同时具有超疏水性

能的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若直接对所有的碳化胶凝材料进行表面处理，随后再加入第二

溶剂，表面处理后的碳化胶凝材料具有一定的疏水性，也不能与第二溶剂混合，依然无法得

到材料表面和内部同时具有超疏水性能的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因此，为了实现本发明的

目的，必须严格控制工艺条件。

[0036] 为避免赘述，本发明以下实施例中使用的原料总结如下：

[0037] 本发明实施例中所用碳化胶凝材料为γ‑C2S，所用γ‑C2S通过摩尔比为2：1的氢氧

化钙和二氧化硅混合后，加入与氢氧化钙和二氧化硅混合物等质量的水进一步混合后在

1400℃下烧结3h而成，所得γ‑C2S为白色粉末，粒径分布为0.5~100µm，表观密度约为

2.91g/cm3；

[0038] 所用油酸为无色油状液体，相对密度约为0.892g/ml；

[0039] 所用无水乙醇为实验室用，含量大于99.7%的无色透明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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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实施例1

[0041]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该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的制备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0042] （1）将1份聚乙二醇与14.3份水混合配置成碳化增强剂溶液；

[0043] （2）将5份油酸与5份无水乙醇混合，得到混合液，然后向混合液中加入19份γ‑C2S

搅拌均匀并烘干至无水乙醇完全挥发，得到经表面处理后的γ‑C2S；其中，烘干过程的温度

为100℃，烘干过程的时间为6  h；

[0044] （3）将19份经表面处理后的γ‑C2S与76份未经表面处理的γ‑C2S混合后球磨1h，得

到混合物；然后向混合物中加入上述碳化增强剂溶液，进一步混合均匀后，得到湿料；

[0045] （4）将湿料置于直径20mm模具中制备厚度2mm的圆片；

[0046] （5）将制得的圆片立即放入碳化桶中进行碳化，碳化压力为0.3MPa，碳化时间2h。

[0047] 通过上述过程得到的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的水接触角为152.3°，2小时抗压强度

为62.4MPa。

[0048] 实施例2

[0049]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该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的制备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0050] （1）将0.6份壳聚糖与13.5份水混合配置成碳化增强剂溶液；

[0051] （2）将10份油酸与10份无水乙醇混合，得到混合液，然后向混合液中加入18份γ‑

C2S搅拌均匀并烘干至无水乙醇完全挥发，得到经表面处理后的γ‑C2S；其中，烘干过程的温

度为100℃，烘干过程的时间为6  h；

[0052] （3）将18份经表面处理后的γ‑C2S与72份未经表面处理的γ‑C2S混合后球磨1h，得

到混合物；然后向混合物中加入上述碳化增强剂溶液，进一步混合均匀后，得到湿料；

[0053] （4）将湿料置于直径20mm模具中制备厚度2mm的圆片；

[0054] （5）将制得的圆片立即放入碳化桶中进行碳化，碳化压力为0.3MPa，碳化时间2h。

[0055] 通过上述过程得到的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的水接触角为151.2°，2小时抗压强度

为58.2  MPa。

[0056] 实施例3

[0057]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该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的制备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0058] （1）将1.5份壳聚糖与12.8份水混合配置成碳化增强剂溶液；

[0059] （2）将5份油酸与5份无水乙醇混合，得到混合液，然后向混合液中加入17份γ‑C2S

搅拌均匀并烘干至无水乙醇完全挥发，得到经表面处理后的γ‑C2S；其中，烘干过程的温度

为100℃，烘干过程的时间为6  h；

[0060] （3）将17份经表面处理后的γ‑C2S与68份未经表面处理的γ‑C2S混合后球磨1h，得

到混合物；然后向混合物中加入上述碳化增强剂溶液，进一步混合均匀后，得到湿料；

[0061] （4）将湿料置于直径20mm模具中制备厚度2mm的圆片；

[0062] （5）将制得的圆片立即放入碳化桶中进行碳化，碳化压力为0.3MPa，碳化时间2h。

[0063] 通过上述过程得到的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的水接触角为151.8°，2小时抗压强度

为65.1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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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实施例4

[0065]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该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的制备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0066] （1）将0.4份聚乙烯醇与15份水混合配置成碳化增强剂溶液；

[0067] （2）将5份油酸与5份无水乙醇混合，得到混合液，然后向混合液中加入9.5份γ‑

C2S搅拌均匀并烘干至无水乙醇完全挥发，得到经表面处理后的γ‑C2S；其中，烘干过程的温

度为100℃，烘干过程的时间为6  h；

[0068] （3）将9.5份经表面处理后的γ‑C2S与85.5份未经表面处理的γ‑C2S混合后球磨

1h，得到混合物；然后向混合物中加入上述碳化增强剂溶液，进一步混合均匀后，得到湿料；

[0069] （4）将湿料置于直径20mm模具中制备厚度2mm的圆片；

[0070] （5）将制得的圆片立即放入碳化桶中进行碳化，碳化压力为0.3MPa，碳化时间2h。

[0071] 通过上述过程得到的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的水接触角为150.6°，2小时抗压强度

为52.9  MPa。

[0072] 实施例5

[0073]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该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的制备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0074] （1）将1.2份聚乙烯醇与14份水混合配置成碳化增强剂溶液；

[0075] （2）将5份油酸与5份无水乙醇混合，得到混合液，然后向混合液中加入28.5份γ‑

C2S搅拌均匀并烘干至无水乙醇完全挥发，得到经表面处理后的γ‑C2S；其中，烘干过程的温

度为100℃，烘干过程的时间为6  h；

[0076] （3）将28.5份经表面处理后的γ‑C2S与66.5份未经表面处理的γ‑C2S混合后球磨

1h，得到混合物；然后向混合物中加入上述碳化增强剂溶液，进一步混合均匀后，得到湿料；

[0077] （4）将湿料置于直径20mm模具中制备厚度2mm的圆片；

[0078] （5）将制得的圆片立即放入碳化桶中进行碳化，碳化压力为0.3MPa，碳化时间2h。

[0079] 通过上述过程得到的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的水接触角为151.2°，2小时抗压强度

为68.1MPa。

[0080] 对比例1

[0081] 对比例1提供了一种碳化硬化材料，该碳化硬化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82] （1）将95份γ‑C2S和14.3份水混合均匀后，得到湿料；

[0083] （3）将湿料置于直径20mm模具中制备厚度2mm的圆片；

[0084] （4）将制得的圆片立即放入碳化桶中进行碳化，碳化压力为0.3MPa，碳化时间2h。

[0085] 通过上述过程得到的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的水接触角为45°，2小时抗压强度为

54.83MPa。

[0086] 由实施例1~5和对比例1可知，通过本发明的方法得到的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同时

具有较好的超疏水性能和较好的力学性能，且所得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的力学性能随着油

酸与γ‑C2S之间加入比例的增加而降低。

[008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88] 本发明通过将碳化胶凝材料、表面修饰剂、第一溶剂和第二溶剂作为原料，得到超

疏水碳化硬化材料，该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的表面和内部均具有超疏水性能，与单纯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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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具有超疏水性能的超疏水材料相比，性能更稳定且使用范围更广；

[0089] 本发明通过将部分碳化胶凝材料进行表面修饰，再与未经表面修饰的碳化胶凝材

料和碳化增强剂溶液混合，经成型和碳化后得到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工艺简单、可控程度

高且成本低；

[0090] 本发明得到的超疏水碳化硬化材料同时具有超疏水性能和较好的力学性能，进一

步扩展了超疏水材料的应用范围。

[009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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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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