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655057.8

(22)申请日 2019.07.19

(71)申请人 胜利油田新大管业科技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地址 257055 山东省东营市开发区北一路

86号

(72)发明人 王纲　井卫国　陶佳栋　盖洁敏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邦创至诚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11717

代理人 吴强

(51)Int.Cl.

C09D 163/00(2006.01)

C09D 163/02(2006.01)

C09D 7/61(2018.01)

C09D 5/03(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油田注水井用耐腐蚀耐高温钢质管道

内防腐粉末涂料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油田注水井用耐腐蚀耐

高温钢质管道内防腐粉末涂料，其包括以下按重

量计的组份：双酚A环氧树脂35～60份；脂环族环

氧树脂20～35份；固化剂20～35份；长石粉10～

20份；硫酸钡5～10份；云母粉10～30份；耐高温

耐腐蚀材料20～50份；丙烯酸酯类共聚物流平剂

0.8～3份；固化促进剂0.5～3份；消泡剂0.5～2

份；润湿剂1～3份。本发明均采用无毒无害的原

材料制成。主要成膜物质采用双酚A环氧树脂与

脂环族环氧树脂配伍，具有的优良的耐水性、耐

热性、耐腐蚀性同时具有一定的柔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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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油田注水井用耐腐蚀耐高温钢质管道内防腐粉末涂料，其特征在于，其包括以

下按重量计的组份：

双酚A环氧树脂35～60份；

脂环族环氧树脂20～35份；

固化剂20～35份；

长石粉10～20份；

硫酸钡5～10份；

云母粉10～30份；

耐高温耐腐蚀材料20～50份；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流平剂0.8～3份；

固化促进剂0.5～3份；

消泡剂0.5～2份；

润湿剂1～3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田注水井用耐腐蚀耐高温钢质管道内防腐粉末涂料，其特

征在于，所述组份还包括按重量计的颜料0.8～3.5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田注水井用耐腐蚀耐高温钢质管道内防腐粉末涂料，其特

征在于，所述双酚A环氧树脂的环氧当量在750～950g/eq，软化点为95～11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田注水井用耐腐蚀耐高温钢质管道内防腐粉末涂料，其特

征在于，所述脂环族环氧树脂的环氧当量在260～285g/eq，软化点为80～9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田注水井用耐腐蚀耐高温钢质管道内防腐粉末涂料，其特

征在于，所述脂固化促进剂为咪唑类衍生物及咪唑啉。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田注水井用耐腐蚀耐高温钢质管道内防腐粉末涂料，其特

征在于，所述耐高温耐腐蚀材料为氮化钛、碳化钛、二硼化钛、石墨烯粉中的一种或若干种

的混合。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油田注水井用耐腐蚀耐高温钢质管道内防腐粉末涂料，其特

征在于，所述耐高温耐腐蚀材料为粉末状，粒度为600-10000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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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油田注水井用耐腐蚀耐高温钢质管道内防腐粉末涂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油田注水井管专用防腐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油田注水井用耐腐

蚀耐高温钢质管道内防腐粉末涂料。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随着国内各个油田对经济效益、采油成本的控制更加精细,对油田注水井管

的使用周期非常关注，其成为影响采油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用于钢质管道内防腐的材料

很多，但涂层耐腐蚀耐高温钢质管道防腐的材料很少。由于注水井具有注水量大、温度高、

介质腐蚀性强的特点，管内防腐涂层在高温、腐蚀，高压水流、压力快速变化的工况中易起

泡脱落，失去保护作用，使钢管被腐蚀损坏，需要经常停井作业，成为油田生产中的难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油田注水井用耐腐蚀耐高温钢质管道内防腐粉末涂

料，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至少一个上述技术问题，该粉末涂料能够满足油田注水井的

长时间使用的需求。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油田注水井用耐腐蚀耐高温钢质管道内

防腐粉末涂料，其包括以下按重量计的组份：

[0005] 双酚A环氧树脂35～60份；

[0006] 脂环族环氧树脂20～35份；

[0007] 固化剂20～35份；

[0008] 长石粉10～20份；

[0009] 硫酸钡5～10份；

[0010] 云母粉10～30份；

[0011] 耐高温耐腐蚀材料20～50份；

[0012]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流平剂0.8～3份；

[0013] 固化促进剂0.5～3份；

[0014] 消泡剂0.5～2份；

[0015] 润湿剂1～3份。

[0016] 进一步地，所述组份还包括按重量计的颜料0.8～3.5份。

[0017] 进一步地，所述双酚A环氧树脂的环氧当量在750～950g/eq，软化点为95～110℃。

[0018] 进一步地，所述脂环族环氧树脂的环氧当量在260～285g/eq，软化点为80～95℃。

[0019] 进一步地，所述脂固化促进剂为咪唑类衍生物及咪唑啉。

[0020] 进一步地，所述耐高温耐腐蚀材料为氮化钛、碳化钛、二硼化钛、石墨烯粉中的一

种或若干种的混合。

[0021] 进一步地，所述耐高温耐腐蚀材料为粉末状，粒度为600-10000目。

[0022]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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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本发明提供的油田注水井用耐腐蚀耐高温钢质管道内防腐粉末涂料，均采用无毒

无害的原材料制成。主要成膜物质采用双酚A环氧树脂与脂环族环氧树脂配伍，具有的优良

的耐水性、耐热性、耐腐蚀性同时具有一定的柔韧性。

[0024] 另外，本发明涂料选用耐温耐腐蚀性材料进一步提高涂层耐水、耐热性能，同时提

高涂层表面硬度。涂层具有的耐水、耐热性能能够很好解决油田注水井的介质腐蚀问题。延

长注水井油管的使用寿命，降低成本。

[0025] 以及，本发明公开的防腐粉末涂料成膜后表面平滑，具有很好的疏水、减缓水垢沉

积性能,完全满足油田注水井管内壁防腐需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下述实施例是说明性的，不是限定性的，

不能以下述实施例来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7] 本发明中所使用的试剂，如无特殊规定，均为本领域内常用试剂；本发明中所使用

的方法，如无特殊规定，均为本领域内常用的方法。

[0028] 现以不同的技术方案制得耐腐蚀耐高温钢质管道内防腐粉末涂料，制得耐腐蚀耐

高温钢质管道内防腐粉末涂料依据SY/T6717-2016标准取样检验。

[0029] 实施例1

[0030] 本实施例公开了一种油田注水井用耐腐蚀耐高温钢质管道内防腐粉末涂料，其包

括以下按重量计的组份：

[0031] 双酚A环氧树脂40份；

[0032] 脂环族环氧树脂20份(HP-7200H)；

[0033] 固化剂20份(本实施例中采用市场上公开出售的Aradur9690、Amanda9887M固化

剂)；

[0034] 长石粉10份；

[0035] 硫酸钡8份；

[0036] 云母粉10份；

[0037] 耐高温耐腐蚀材料35份；

[0038]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流平剂1份(BYK-3950P)；

[0039] 固化促进剂1份(本实施例中采用市场上公开出售的CUREZOL2MZ-A、CUREZOL 

C11Z-A)；

[0040] 消泡剂1份(本实施例中采用市场上公开出售的BYK961)；

[0041] 润湿剂2份(本实施例中采用市场上公开出售的润湿剂CF-10)。

[0042] 其中，耐高温耐腐蚀材料为：碳化钛与石墨烯粉的混合物，碳化钛和石墨烯粉质量

比为1:(0.02～0.12)。

[0043]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还可以加入组份：颜料0.8份。

[0044] 上述耐腐蚀耐高温钢质管道内防腐粉末涂料制备方法如下：

[0045] 将上述组份放入高速破碎混料机中，搅拌15min～20min，混合好后放入熔融挤出

机，压片厚度1mm～2mm，经风冷后粉碎成小片，再经磨粉、筛选制成100目成品粉末涂料。

[0046] 实施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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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本实施例公开了一种油田注水井用耐腐蚀耐高温钢质管道内防腐粉末涂料，其包

括以下按重量计的组份：

[0048] 双酚A环氧树脂50份；

[0049] 脂环族环氧树脂25份(HP-7200)；

[0050] 固化剂25份(本实施例中采用市场上公开出售的DEH90、Amanda969T02(SD))；

[0051] 长石粉15份；

[0052] 硫酸钡5份；

[0053] 云母粉10份；

[0054] 耐高温耐腐蚀材料25份；

[0055]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流平剂1.2份(本实施例中采用市场上公开出售的BYK-3950P)；

[0056] 固化促进剂1.5份(本实施例中采用市场上公开出售的CUREZOL2MZ-A、CUREZOL 

C11Z-A)；

[0057] 消泡剂1份(本实施例中采用市场上公开出售的BYK961)；

[0058] 润湿剂2份(本实施例中采用市场上公开出售的BYK-3950P)。

[0059] 其中，耐高温耐腐蚀材料为：氮化钛与石墨烯粉的混合物，氮化钛和石墨烯粉质量

比为1:(0.01～0.12)。

[0060]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还可以加入组份：颜料1.7份。

[0061] 上述耐腐蚀耐高温钢质管道内防腐粉末涂料制备方法：放入高速破碎混料机中，

搅拌15min～20min，混合好后放入熔融挤出机，压片厚度1mm～2mm，经风冷后粉碎成小片，

再经磨粉、筛选制成100目成品粉末涂料。

[0062] 实施例3

[0063] 本实施例公开了一种油田注水井用耐腐蚀耐高温钢质管道内防腐粉末涂料，其包

括以下按重量计的组份：

[0064] 双酚A环氧树脂50份；

[0065] 脂环族环氧树脂30份(NC-7000L)；

[0066] 固化剂30份(Amanda9698、DEH85)；

[0067] 长石粉20份；

[0068] 硫酸钡10份；

[0069] 云母粉25份；

[0070] 耐高温耐腐蚀材料45份；

[0071]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流平剂2.5份(利达化工LD-606A)；

[0072] 固化促进剂2.5份(CUREZOL2PZ、CUREZOL  C11Z-A)；

[0073] 消泡剂2份(BYK961)；

[0074] 润湿剂3份(BYK-3950P)；

[0075] 颜料3份。

[0076] 其中，耐高温耐腐蚀材料为：二硼化钛、氮化钛、石墨烯粉的混合物，二硼化钛、碳

化钛、石墨烯粉的质量比为1:(0.3～1.2)：(0.05～0.20)。

[0077] 上述耐腐蚀耐高温钢质管道内防腐粉末涂料制备方法：放入高速破碎混料机中，

搅拌15min～20min，混合好后放入熔融挤出机，压片厚度1.5mm～2.5mm，经风冷后粉碎成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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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再经磨粉、筛选制成120目成品粉末涂料。

[0078] 实施例4

[0079] 本实施例公开了一种油田注水井用耐腐蚀耐高温钢质管道内防腐粉末涂料，其包

括以下按重量计的组份：

[0080] 双酚A环氧树脂40份；

[0081] 脂环族环氧树脂35份(DPNE1501H)；

[0082] 固化剂25份(本实施例中采用市场上公开出售的Aradur9690、DEH90)；

[0083] 长石粉10份；

[0084] 硫酸钡5份；

[0085] 云母粉10份；

[0086] 耐高温耐腐蚀材料50份；

[0087]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流平剂1份(本实施例中采用市场上公开出售的BYK-3950P)；

[0088] 固化促进剂1.5份(本实施例中采用市场上公开出售的CUREZOL  C17Z、CUREZOL 

C11Z-A)；

[0089] 消泡剂1份(本实施例中采用市场上公开出售的BYK961)；

[0090] 润湿剂2份(本实施例中采用市场上公开出售的BYK-3950P)；

[0091] 颜料2.5份。

[0092] 其中，耐高温耐腐蚀材料为：碳化钛、二硼化钛、氮化钛、石墨烯粉的混合物，碳化

钛、二硼化钛、氮化钛、石墨烯粉的质量比为1:(0.4～0.8)：(0.2～0.6)：(0.05～0.2)。

[0093] 上述耐腐蚀耐高温钢质管道内防腐粉末涂料制备方法：放入高速破碎混料机中，

搅拌15min～20min，混合好后放入熔融挤出机，压片厚度1mm～2mm，经风冷后粉碎成小片，

再经磨粉、筛选制成120目成品粉末涂料。

[0094] 测试例1性能测试

[0095] 本发明耐腐蚀耐高温钢质管道内防腐粉末涂料的性能检测：具体操作如下：首先

将油管内表面除油，表面喷砂处理，除锈处理等级达到Sa2.5级，锚纹深度40μm～90μm，预热

至160℃～180℃，然后将本发明粉末涂料喷涂在油管内表面上，喷涂厚度300μm～350μm，放

入烘箱加热至190℃～200℃，保温10～20分钟，使之完全固化，取出样件冷却。测试结果见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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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6]

[0097] 通过上述测试可以证明，本发明公开的油田注水井用耐腐蚀耐高温钢质管道内防

腐粉末涂料在附着力、耐冲击、耐磨以及硬度等多个物理参数性能均优于现有技术(附着力

约为2～4级、耐冲击指标约为4～6J、耐磨性指标约为1.5～2.2L/μm以及硬度约为3～4H)。

[0098] 其中，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发明人惊奇地发现，当碳化钛、二硼化钛、氮化钛、石墨

烯粉共同使用时，且碳化钛、二硼化钛、氮化钛、石墨烯粉的质量比为1:(0.4～0.8)：(0.2～

0.6)：(0.05～0.2)时，能够产生协同作用，产生远比单独使用更优异的技术效果。

[0099]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各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前述各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

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

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

方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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