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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防腐涂料的技术领域，提供了一

种用于海水高盐环境的自修复防腐涂料及制备

方法。该方法以含氢硅油、石灰铝盐、聚酰胺微

粉、甲基丙烯酸羟乙酯为原料，制成自修复剂，然

后与磷酸酯改性丙烯酸酯乳液、硅丙乳液、硅酸

镁、吡咯、磷酸盐、成膜助剂、流平剂、去离子水分

散均匀，制得用于海水高盐环境的自修复防腐涂

料。与传统方法相比，本发明的制备的防腐涂料，

可在海水高盐环境中生成具有物理、化学双重保

护作用的致密涂层，进而可长期耐住氯离子腐

蚀，防腐性能优异，有效保护海水中的金属材质、

混凝土，应用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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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海水高盐环境的自修复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以含氢硅油、石

灰铝盐、聚酰胺微粉、甲基丙烯酸羟乙酯为原料，制成自修复剂，然后与磷酸酯改性丙烯酸

酯乳液、硅丙乳液、硅酸镁、吡咯、磷酸盐、成膜助剂、流平剂、去离子水分散均匀，制得自修

复防腐涂料，制得夹层状复合光催化剂，制备的具体步骤如下：

(1)将含氢硅油、石灰铝盐、聚酰胺微粉、甲基丙烯酸羟乙酯混合研磨，分散均匀，制得

自修复剂；

(2)将步骤(1)制得的自修复剂与磷酸酯改性丙烯酸酯乳液、硅丙乳液、硅酸镁、吡咯、

磷酸盐、成膜助剂、流平剂、去离子水混合，分散均匀，制得用于海水高盐环境的自修复防腐

涂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用于海水高盐环境的自修复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1)所述含氢硅油为甲基含氢硅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用于海水高盐环境的自修复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1)所述石灰铝盐为氧化钙和偏铝酸钠混合物，其中，氧化钙40～60重量份，偏铝

酸钠40～60重量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用于海水高盐环境的自修复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1)中各原料的重量份为，含氢硅油8～12重量份、石灰铝盐35～40重量份、聚酰

胺微粉12～16重量份、甲基丙烯酸羟乙酯32～45重量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用于海水高盐环境的自修复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2)所述磷酸酯改性丙烯酸酯乳液的固含量为30～50％，硅丙乳液的固含量为40

～6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用于海水高盐环境的自修复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2)所述磷酸盐为磷酸镁、磷酸铝、磷酸锌、磷酸铁中的至少一种。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用于海水高盐环境的自修复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2)所述成膜助剂为丙二醇丁醚、丙二醇甲醚醋酸酯中的至少一种。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用于海水高盐环境的自修复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2)所述流平剂为聚二甲基硅氧烷、聚甲基苯基硅氧烷中的至少一种。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用于海水高盐环境的自修复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2)中各原料的重量份为，自修复剂10～13重量份、磷酸酯改性丙烯酸酯乳液20

～23重量份、硅丙乳液18～21重量份、硅酸镁6～8重量份、吡咯5～7重量份、磷酸盐10～12

重量份、成膜助剂1～3重量份、流平剂1～2重量份、去离子水11～22重量份。

10.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制备方法制备得到的用于海水高盐环境的自修复防腐涂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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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海水高盐环境的自修复防腐涂料及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防腐涂料的技术领域，提供了一种用于海水高盐环境的自修复防腐涂

料及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海洋腐蚀是构件在海洋环境中发生的腐蚀。在这种腐蚀环境中，海水本身是一种

强的腐蚀介质，同时波、浪、潮、流又对金属构件、混凝土桥墩等产生低频往复应力和冲击，

加上海洋微生物、附着生物及它们的代谢产物等都对腐蚀过程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加速腐蚀

作用。因此海洋防腐极为重要。

[0003] 然而，现有在高盐的海水中采用的防腐涂料大都采用加大阻隔性和致密性来抵御

海水的浸蚀。但由于长期冲刷，涂层会被逐步腐蚀，最终导致防腐失效。

[0004] 自修复涂料有望提升海水防腐性能。现有自修复涂料主要采用在涂层中设计包埋

成膜物或缓释反应物，从而实现自修复的目的。然而该类自修复涂层由于受环境的影响，难

以达到良好的反应环境，修复能力较弱。特别是在一些恶劣的环境中，如高酸、高碱、高盐环

境中，涂层自修复能力难以保证。因此，提高自修复防腐涂料的耐腐蚀性，受到人们广泛关

注。

[0005] 目前国内外在防腐涂料过滤技术，尤其是耐海洋腐蚀涂料方面已取得了一定成

效。其中陈平等人发明了一种海洋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号

201510507708.0)，先取聚氯乙烯、二甲苯甲醛树脂、柠檬酸锌、环氧树脂，加至溶剂中，搅

拌，再在所得混合物中加入氯丁橡胶、卵磷脂、甲醛次硫酸钠、氯化石蜡，搅拌，最后在所得

混合物中加入金红石型钛白粉、分散剂、沉淀硫酸钡、乙酸丁酯、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溶剂，

搅拌、研磨，即得。另外，张涛发明了一种海洋纳米防腐涂料(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号

201410411565.9)，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云母粉1～5重量份、滑石粉、1～5重量份、

锌粉1～5重量份、钛白粉1～5重量份、铝粉1～5重量份、环氧树脂5～15重量份、增塑剂5～8

重量份、流平剂1～5重量份、环氧增固剂1～5重量份、消泡剂10～15重量份、稀释剂8～15重

量份、碱性吸水剂1～5重量份、防锈颜料10～15重量份、防开裂颜料5～10重量份。

[0006] 可见，现有技术中的防腐涂料在用于海洋中构件时，防腐涂层存在易损伤的缺点，

影响了防腐涂料在海水高盐环境下的应用。

发明内容

[0007] 针对海水高盐的防腐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用于海水高盐环境的自修复防腐涂料

及制备方法，可有效提高对于海水高盐环境的防腐。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涉及的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9] 一种用于海水高盐环境的自修复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以含氢硅油、石灰铝盐、聚

酰胺微粉、甲基丙烯酸羟乙酯为原料，制成自修复剂，然后与磷酸酯改性丙烯酸酯乳液、硅

丙乳液、硅酸镁、吡咯、磷酸盐、成膜助剂、流平剂、去离子水分散均匀，制得自修复防腐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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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制得夹层状复合光催化剂，制备的具体步骤如下：

[0010] (1)将含氢硅油、石灰铝盐、聚酰胺微粉、甲基丙烯酸羟乙酯混合研磨，分散均匀，

制得自修复剂；

[0011] (2)将步骤(1)制得的自修复剂与磷酸酯改性丙烯酸酯乳液、硅丙乳液、硅酸镁、吡

咯、磷酸盐、成膜助剂、流平剂、去离子水混合，分散均匀，制得用于海水高盐环境的自修复

防腐涂料。

[0012] 优选的，步骤(1)所述含氢硅油为甲基含氢硅油。

[0013] 优选的，步骤(1)所述石灰铝盐为氧化钙和偏铝酸钠混合物，其中，氧化钙40～60

重量份，偏铝酸钠40～60重量份。

[0014] 优选的，步骤(1)中各原料的重量份为，含氢硅油8～12重量份、石灰铝盐35～40重

量份、聚酰胺微粉12～16重量份、甲基丙烯酸羟乙酯32～45重量份。

[0015] 优选的，步骤(2)所述磷酸酯改性丙烯酸酯乳液的固含量为30～50％。

[0016] 优选的，步骤(2)所述硅丙乳液的固含量为40～60％。

[0017] 优选的，步骤(2)所述磷酸盐为磷酸镁、磷酸铝、磷酸锌、磷酸铁中的至少一种。

[0018] 优选的，步骤(2)所述成膜助剂为丙二醇丁醚、丙二醇甲醚醋酸酯中的至少一种。

[0019] 优选的，步骤(2)所述流平剂为聚二甲基硅氧烷、聚甲基苯基硅氧烷中的至少一

种。

[0020] 优选的，步骤(2)中各原料的重量份为，自修复剂10～13重量份、磷酸酯改性丙烯

酸酯乳液20～23重量份、硅丙乳液18～21重量份、硅酸镁6～8重量份、吡咯5～7重量份、磷

酸盐10～12重量份、成膜助剂1～3重量份、流平剂1～2重量份、去离子水11～22重量份。

[0021] 石灰铝盐法是一种通过投加石灰和铝盐，与水中氯离子发生反应，生成沉淀，进而

有效去除氯离子的方法。本发明通过含氢硅油与石灰铝盐、聚酰胺微粉、甲基丙烯酸羟乙酯

研磨，分散均匀，得到自修复剂；利用石灰铝盐在高盐环境下与海水中的氯离子缓慢反应，

与其他成分互相作用，进而将涂层致密化，进而提高涂料的耐腐蚀性。甲基含氢硅油易交联

形成防水膜；甲基丙烯酸羟乙酯含聚合性烯键及活性羟基，易均聚而成阻隔膜，提升防腐蚀

性能。

[0022]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上述制备方法制备得到的用于海水高盐环境的自修复防腐

涂料。该自修复防腐涂料是将含氢硅油与石灰铝盐、聚酰胺微粉、甲基丙烯酸羟乙酯研磨，

分散均匀，得到自修复剂，该自修复剂用于海水防腐涂料，能够在高盐环境下与海水中的氯

离子缓慢反应，将涂层致密化，使得其在海水高盐环境下自修复形成致密的涂层，从而达到

长效自修复防腐的目的。生成具有物理、化学双重保护作用的涂层，可以长期耐住氯离子腐

蚀，有效的保护海水中的金属材质、混凝土等。

[002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海水高盐环境的自修复防腐涂料及制备方法，与现有技术

相比，其突出的特点和优异的效果在于：

[0024] 1.本发明制备的防腐涂料，在海水高盐环境中的防腐性能优异，应用前景广阔。

[0025] 2.本发明的制备方法，通过含氢硅油与石灰铝盐、聚酰胺微粉、甲基丙烯酸羟乙酯

研磨，分散均匀，得到自修复剂，用于海水防腐涂料，能够在高盐环境下与海水中的氯离子

缓慢反应，将涂层致密化，使得其在海水高盐环境下自修复形成致密的涂层，从而达到长效

自修复防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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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3.本发明的制备方法，可在高盐环境中生成具有物理、化学双重保护作用的涂层，

可以长期耐住氯离子腐蚀，有效地保护海水中的金属材质、混凝土等。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但不应将此理解为本发明

的范围仅限于以下的实例。在不脱离本发明上述方法思想的情况下，根据本领域普通技术

知识和惯用手段做出的各种替换或变更，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范围内。

[0028] 实施例1

[0029] 将9kg含氢硅油、37kg石灰铝盐、13kg聚酰胺微粉、41kg甲基丙烯酸羟乙酯混合研

磨，分散均匀，制得自修复剂，其中，石灰铝盐为氧化钙和偏铝酸钠混合物，其中，氧化钙

18kg，偏铝酸钠19kg；然后将11kg自修复剂与21kg固含量为38％的磷酸酯改性丙烯酸酯乳

液、20kg固含量为48％的硅丙乳液、7kg硅酸镁、6kg吡咯、11kg磷酸镁、2kg丙二醇丁醚、1kg

聚二甲基硅氧烷、14kg去离子水混合，分散均匀，制得用于海水高盐环境的自修复防腐涂

料。

[0030] 测试方法：

[0031] 耐腐蚀试验涂层情况：将本发明制得的涂料均匀涂敷于马口铁板上，正反面以及

侧面全部涂刷涂料，涂刷厚度为135μm，自然干燥7天后，浸泡于模拟高浓度海水中进行防腐

实验；模拟高浓度人工海水为：氯化钠含量为50g/L；氯化镁含量7g/L；硫酸镁含量4g/L；硫

酸钙含量6g/L；温度为60℃；浸泡7天、15天时取出，观察涂层情况。

[0032] 所得数据如表1所示。

[0033] 实施例2

[0034] 将9kg含氢硅油、36kg石灰铝盐、13kg聚酰胺微粉、42kg甲基丙烯酸羟乙酯混合研

磨，分散均匀，制得自修复剂，其中，石灰铝盐为氧化钙和偏铝酸钠混合物，其中，氧化钙

18kg，偏铝酸钠18kg；然后将11kg自修复剂与21kg固含量为35％的磷酸酯改性丙烯酸酯乳

液、19kg固含量为45％的硅丙乳液、6kg硅酸镁、6kg吡咯、10kg磷酸铝、2kg丙二醇甲醚醋酸

酯、1kg聚甲基苯基硅氧烷、17kg去离子水混合，分散均匀，制得用于海水高盐环境的自修复

防腐涂料。

[0035] 测试方法与实施例1一致，所得数据如表1所示。

[0036] 实施例3

[0037] 将11kg含氢硅油、38kg石灰铝盐、15kg聚酰胺微粉、36kg甲基丙烯酸羟乙酯混合研

磨，分散均匀，制得自修复剂，其中，石灰铝盐为氧化钙和偏铝酸钠混合物，其中，氧化钙

20kg，偏铝酸钠18kg；然后将10～13kg自修复剂与22kg固含量为45％的磷酸酯改性丙烯酸

酯乳液、20kg固含量为55％的硅丙乳液、8kg硅酸镁、5～7kg吡咯、11kg磷酸锌、2kg丙二醇丁

醚、2kg聚二甲基硅氧烷、15kg去离子水混合，分散均匀，制得用于海水高盐环境的自修复防

腐涂料。

[0038] 测试方法与实施例1一致，所得数据如表1所示。

[0039] 实施例4

[0040] 将8kg含氢硅油、35kg石灰铝盐、12kg聚酰胺微粉、45kg甲基丙烯酸羟乙酯混合研

磨，分散均匀，制得自修复剂，其中，石灰铝盐为氧化钙和偏铝酸钠混合物，其中，氧化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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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kg，偏铝酸钠17kg；然后将10kg自修复剂与20kg固含量为30％的磷酸酯改性丙烯酸酯乳

液、18kg固含量为40％的硅丙乳液、6kg硅酸镁、5～7kg吡咯、10kg磷酸铁、1kg丙二醇甲醚醋

酸酯、1kg聚二甲基硅氧烷、22kg去离子水混合，分散均匀，制得用于海水高盐环境的自修复

防腐涂料。

[0041] 测试方法与实施例1一致，所得数据如表1所示。

[0042] 实施例5

[0043] 将12kg含氢硅油、40kg石灰铝盐、16kg聚酰胺微粉、32kg甲基丙烯酸羟乙酯混合研

磨，分散均匀，制得自修复剂，其中，石灰铝盐为氧化钙和偏铝酸钠混合物，其中，氧化钙

20kg，偏铝酸钠20kg；然后将13kg自修复剂与23kg固含量为50％的磷酸酯改性丙烯酸酯乳

液、21kg固含量为60％的硅丙乳液、8kg硅酸镁、7kg吡咯、12kg磷酸镁、3kg丙二醇丁醚、2kg

聚二甲基硅氧烷、11kg去离子水混合，分散均匀，制得用于海水高盐环境的自修复防腐涂

料。

[0044] 测试方法与实施例1一致，所得数据如表1所示。

[0045] 对比例1

[0046] 涂料制备过程中，未添加石灰铝盐，其他制备条件与实施例1一致。

[0047] 测试方法与实施例1一致，所得数据如表1所示。

[0048] 表1：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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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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