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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水溶性镁铝合金脱模剂，

原料包括以下质量百分比的组分：矿物油10％～

30％，特种胺3％～5％，油酸6％～8％，自乳化脂

5％～10％，水性润滑剂5％～10％，水性防锈剂

5％～10％，镁铝缓释剂1％～3％，耦合剂1％～

3％，有机硅乳液5％～10％，腊乳液5％～10％，

消泡剂复合包0 .5％～1 .0％，杀菌剂复合包

0.5％～1.0％，去离子水余量。其稀释液具有良

好的润滑性、防锈性和抗菌性；适用于压铸机床、

高速车床的压铸脱模、金属切削工艺，并具有良

好的清洁性、低泡性和离型性。此外不含亚硝酸

纳、不含氯、不含硫，因此无气味、无毒无害，废液

排放量很少，更符合环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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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溶性镁铝合金脱模剂，其特征在于，原料包括以下质量百分比的组分：

矿物油10％～30％，

特种胺3％～5％，

油酸6％～8％，

自乳化脂5％～10％，

水性润滑剂5％～10％，

水性防锈剂5％～10％，

镁铝缓释剂1％～3％，

耦合剂1％～3％，

有机硅乳液5％～10％，

腊乳液5％～10％，

消泡剂复合包0.5％～1.0％，

杀菌剂复合包0.5％～1.0％，

去离子水余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溶性镁铝合金脱模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矿物油为环烷

基油；所述特种胺为APM-95或者二环己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溶性镁铝合金脱模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油酸为春金油

酸或者OA-7070油酸；所述自乳化脂为禾大3955自乳化脂或者35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溶性镁铝合金脱模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性润滑剂为

表面活性剂RPE1740、表面活性剂RPE1720和自乳化润滑极压anycoat  DY-70中的一种；所述

水性防锈剂为NEUF726防锈剂或者三元聚羧酸；所述镁铝缓释剂为815或者72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溶性镁铝合金脱模剂，其特征在于：所述耦合剂为新葵

酸或者二丁醚。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溶性镁铝合金脱模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有机硅乳液为

LKB501，所述腊乳液为LKB0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溶性镁铝合金脱模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消泡剂复合包

为消泡剂3168或者消泡剂2011；所述杀菌剂复合包为杀菌剂BK、杀菌剂MBM和杀菌剂BIT中

的一种。

8.根据权利要求1-7中任一所述的一种水溶性镁铝合金脱模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取矿物油、特种胺、油酸、自乳化脂，根据配比放入搅拌锅搅拌半小时，制成复

合剂A；

步骤二：取水性润滑剂、水性防锈剂、镁铝缓释剂，根据配比混合，制成复合剂B；

步骤三：将复合剂A、复合剂B放入搅拌锅，缓慢加入耦合剂，搅拌均匀至通透，制成复合

剂C；

步骤四：将有机硅乳液、腊乳液加入复合剂C中，并搅拌均匀制成半成品D；

步骤五：取消泡剂复合包、杀菌剂复合包，根据比例搅拌均匀，制成功能包E；

步骤六：将功能包E缓慢加入半成品D中，加入去锂子水搅拌均匀，即可制得脱模剂浓缩

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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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水溶性镁铝合金脱模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使用

时，用制备的脱模剂浓缩液按5％的质量比与水配成乳白色工作液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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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溶性镁铝合金脱模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可脱模、可切削的多功能压铸脱模剂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水溶

性镁铝合金脱模剂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在压铸机床加工、高速车床加工以及金属切削工艺中均需要使用到

各种脱模剂或切削液，各种脱模剂或切削液品种繁多，给加工企业的采购作业和管理增加

了难度，且企业的库存压力较大，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此外，常规的脱模剂在使用时，脱

模后铸件容易出现发灰、流痕、黑点、粘模等现象；且常规的脱模剂大多具有刺激性气味，有

的脱模剂还具一定的毒性或者容易引起车间员工皮肤过敏，因此难以符合越来越严格的环

保要求。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水溶性镁铝合金脱模剂及其制备方

法，能够适用于压铸机床、高速车床的压铸脱模以及金属切削工艺，并克服常规脱模剂性能

不足以及环保性较差的缺陷。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水溶性镁铝合金脱模剂及其制备方法，原料包括以下质量百分比的组分：

[0006] 矿物油10％～30％，

[0007] 特种胺3％～5％，

[0008] 油酸6％～8％，

[0009] 自乳化脂5％～10％，

[0010] 水性润滑剂5％～10％，

[0011] 水性防锈剂5％～10％，

[0012] 镁铝缓释剂1％～3％，

[0013] 耦合剂1％～3％，

[0014] 有机硅乳液5％～10％，

[0015] 腊乳液5％～10％，

[0016] 消泡剂复合包0.5％～1.0％，

[0017] 杀菌剂复合包0.5％～1.0％，

[0018] 去离子水余量。

[0019]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选，所述矿物油为环烷基油；所述特种胺为APM-95

(即2-氨基-2-甲基-1-丙醇，含质量比为5％的水)或者二环己胺。

[0020]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选，所述油酸为春金油酸(可购自印尼春金集团)或

者OA-7070油酸；所述自乳化脂为禾大3955自乳化脂【可购自英国CRODA(禾大)集团】或者

350(可购自广州米奇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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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选，所述水性润滑剂为表面活性剂RPE1740、表面活

性剂RPE1720(表面活性剂RPE1740和表面活性剂RPE1720均可购自巴斯夫股份公司)和自乳

化润滑极压anycoat  DY-70(可购自南京丹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中的一种；所述水性防

锈剂为NEUF726防锈剂【可购自诺泰生物科技(合肥)有限公司】或者三元聚羧酸；所述镁铝

缓释剂为815【可购自诺泰生物科技(合肥)有限公司】或者720【可购自诺泰生物科技(合肥)

有限公司】。

[0022]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选，所述耦合剂为新葵酸或者二丁醚。

[0023]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选，所述有机硅乳液为LKB501(可购自广州崃克保

化工有限公司)，所述腊乳液为LKB01(可购自广州崃克保化工有限公司)。

[0024]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选，所述消泡剂复合包为消泡剂3168(可购自美国

道康宁公司)或者消泡剂2011(可购自美国道康宁公司)；所述杀菌剂复合包为杀菌剂BK、杀

菌剂MBM和杀菌剂BIT中的一种。

[0025] 上述一种水溶性镁铝合金脱模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6] 步骤一：取矿物油、特种胺、油酸、自乳化脂，根据配比放入搅拌锅搅拌半小时，制

成复合剂A；

[0027] 步骤二：取水性润滑剂、水性防锈剂、镁铝缓释剂，根据配比混合，制成复合剂B；

[0028] 步骤三：将复合剂A、复合剂B放入搅拌锅，缓慢加入耦合剂，搅拌均匀至通透，制成

复合剂C；

[0029] 步骤四：将有机硅乳液、腊乳液加入复合剂C中，并搅拌均匀制成半成品D；

[0030] 步骤五：取消泡剂复合包、杀菌剂复合包，根据比例搅拌均匀，制成功能包E；

[0031] 步骤六：将功能包E缓慢加入半成品D中，加入去锂子水搅拌均匀，即可制得脱模剂

浓缩液。

[0032]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选，使用时，用制备的脱模剂浓缩液按5％的质量比

(即1质量份的脱模剂浓缩液与19质量份的水混合)与水配成乳白色工作液即可使用。

[0033]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34] 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水溶性镁铝合金脱模剂及其制备方法，其稀释液具有良好的

润滑性、防锈性和抗菌性；适用于压铸机床、高速车床的压铸脱模、金属切削工艺，并具有良

好的清洁性、低泡性和离型性。

[0035] 因为适应多种生产工艺，可实现现代化车间的集中采购管理，减少库存压力，降低

企业运营成本；此外由于不含亚硝酸纳、不含氯、不含硫，因此无气味、无毒无害，不会引起

车间员工皮肤过敏，可以长寿命使用，废液排放量很少，更符合环保要求。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地说明。

[0037] 具体实施例1

[0038] 本实施例所提供的一种水溶性镁铝合金脱模剂，原料包括以下质量百分比的组

分：

[0039] 矿物油20％，特种胺4％，油酸7％，自乳化脂8％，水性润滑剂7％，水性防锈剂8％，

镁铝缓释剂2％，耦合剂2％，有机硅乳液7％，腊乳液8％，消泡剂复合包0.8％，杀菌剂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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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0.7％，去离子水余量。

[0040] 所述矿物油为环烷基油；所述特种胺为APM-95；所述油酸为春金油酸；所述自乳化

脂为禾大3955自乳化脂；所述水性润滑剂为表面活性剂RPE1740；所述水性防锈剂为

NEUF726防锈剂；所述镁铝缓释剂为815；所述耦合剂为新葵酸；所述有机硅乳液为LKB501，

所述腊乳液为LKB01；所述消泡剂复合包为消泡剂3168；所述杀菌剂复合包为杀菌剂BK。

[0041] 所述的一种水溶性镁铝合金脱模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2] 步骤一：取矿物油、特种胺、油酸、自乳化脂，根据配比放入搅拌锅搅拌半小时，制

成复合剂A；

[0043] 步骤二：取水性润滑剂、水性防锈剂、镁铝缓释剂，根据配比混合，制成复合剂B；

[0044] 步骤三：将复合剂A、复合剂B放入搅拌锅，缓慢加入耦合剂，搅拌均匀至通透，制成

复合剂C；

[0045] 步骤四：将有机硅乳液、腊乳液加入复合剂C中，并搅拌均匀制成半成品D；

[0046] 步骤五：取消泡剂复合包、杀菌剂复合包，根据比例搅拌均匀，制成功能包E；

[0047] 步骤六：将功能包E缓慢加入半成品D中，加入去锂子水搅拌均匀，即可制得脱模剂

浓缩液。

[0048] 使用时，用制备的脱模剂浓缩液按与水按1比19的质量比配成乳白色工作液即可

使用。

[0049] 具体实施例2

[0050] 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水溶性镁铝合金脱模剂，原料包括以下质量百分比的组分：

[0051] 矿物油10％，特种胺5％，油酸8％，自乳化脂10％，水性润滑剂5％，水性防锈剂

10％，镁铝缓释剂3％，耦合剂1％，有机硅乳液10％，腊乳液5％，消泡剂复合包1.0％，杀菌

剂复合包0.5％，去离子水余量。

[0052] 所述矿物油为环烷基油；所述特种胺为二环己胺；所述油酸为OA-7070油酸；所述

自乳化脂为350；所述水性润滑剂为表面活性剂RPE1720；所述水性防锈剂为三元聚羧酸；所

述镁铝缓释剂为720；所述耦合剂为二丁醚；所述有机硅乳液为LKB501，所述腊乳液为

LKB01；所述消泡剂复合包为消泡剂2011；所述杀菌剂复合包为杀菌剂MBM。

[0053] 所述的一种水溶性镁铝合金脱模剂的制备方法与具体实施例1相同。

[0054] 具体实施例3

[0055] 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水溶性镁铝合金脱模剂，原料包括以下质量百分比的组分：

[0056] 矿物油30％，特种胺3％，油酸6％，自乳化脂5％，水性润滑剂10％，水性防锈剂

5％，镁铝缓释剂1％，耦合剂3％，有机硅乳液5％，腊乳液10％，消泡剂复合包0.5％，杀菌剂

复合包1.0％，去离子水余量。

[0057] 所述矿物油为环烷基油；所述特种胺为APM-95；所述油酸为春金油酸；所述自乳化

脂为禾大3955自乳化脂；所述水性润滑剂为自乳化润滑极压anycoat  DY-70；所述水性防锈

剂为NEUF726防锈剂；所述镁铝缓释剂为815；所述耦合剂为新葵酸；所述有机硅乳液为

LKB501，所述腊乳液为LKB01；所述消泡剂复合包为消泡剂3168；所述杀菌剂复合包为杀菌

剂BIT。

[0058] 所述的一种水溶性镁铝合金脱模剂的制备方法与具体实施例1相同。

[0059] 上述具体实施例1～3所提供的一种水溶性镁铝合金脱模剂，具有以下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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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1、各项性能均能达到或超过国标GB6144-85第IV类及部标SY1374-77有关指标，可

完全替代国外知名品牌的同类产品。

[0061] 2、脱模后铸件无发灰、无流痕、无黑点、无粘模现象。

[0062] 3、脱模后对铸件喷涂工艺无任何影响。

[0063] 4、安全、无毒害，对人体无不良影响。

[0064] 5、使用时无烟，化学成分不被破坏，脱模效果优良。

[0065] 以上对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式进行了具体地说明，当然，本发明还可以采用与上

述实施方式不同的形式，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违背本发明精神的前提下所作的等同

的变换或相应的改动，都应该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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