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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水性硅酸盐复合隔热阻燃

涂料及其制备方法。所述涂料由如下质量份数的

组分组成：无机纳米硅酸盐树脂30～40份；硅酸

盐水性触变剂0.7-5份；聚碳化二胺交联剂5～7

份；纳米级气凝胶粉5～10；有机改性膨润土0.5

～2份；颜填料37～60份；成膜助剂1～3份；空心

陶瓷珠10～20份；稳定剂0.2～0.5份；助剂0.5～

1份；水15～20份。该涂料为水性无机涂料，不含

有机溶剂和剩余单体，具有无污染和无浪费的优

点；另外，该涂料具有优异的附着力，较好抗碱

性、耐候性好、隔热阻燃性能、抗菌功能和硬度，

具备多功能，且施工便利，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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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性硅酸盐复合隔热阻燃涂料，其特征在于，由如下质量份数的组分组成：

无机纳米硅酸盐树脂  30～40份；

硅酸盐水性触变剂  0.7～5份；

聚碳化二胺交联剂  5～7份；

纳米级气凝胶粉  5～10份；

有机改性膨润土  0.5～2份；

颜填料  37～60份；

成膜助剂  1～3份；

空心陶瓷珠  10～20份；

稳定剂  0.2～0.5份；

助剂  0.5～1份；

水  15～20份。

2.根据其权利要求1所述水性硅酸盐复合隔热阻燃涂料，其特征在于，由如下质量份数

的组分组成：

无机纳米硅酸盐树脂30份；

硅酸盐水性触变剂0.8份；

聚碳化二胺交联剂5份；

纳米级气凝胶粉  5份；

有机改性膨润土  1份；

颜填料  37份；

成膜助剂2份；

空心陶瓷珠10份；

稳定剂  0.2份；

助剂  1份；

水15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水性硅酸盐复合隔热阻燃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无机纳米硅酸

盐树脂为硅酸胶、无机纳米硅酸钾树脂或无机纳米硅酸钠树脂中的一种或几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水性硅酸盐复合隔热阻燃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硅酸盐水性触

变剂为LAPONITE  S482、LAPONITE  RD或LAPONITE  RDS中的的一种或几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水性硅酸盐复合隔热阻燃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聚碳化二胺交

联剂为ZOLDINE  XL-29SE。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水性硅酸盐复合隔热阻燃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纳米级气凝胶

粉为SiO2气凝胶粉；所述纳米级气凝胶粉的粒径为500～1000n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水性硅酸盐复合隔热阻燃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有机改性膨润

土为JY52、HY-708或JY-610中的的一种或几种；所述颜填料为高岭土、硫酸钡、石英砂、金钢

砂、金红石钛白粉、锐钛型钛白粉、理石粉或绢云母粉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成膜助剂为十

二碳醇酯或乙二醇单丁醚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空心陶瓷珠的粒径为500～800目；所述稳

定剂为HV80或At2030中的一种或几种。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水性硅酸盐复合隔热阻燃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助剂为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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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消泡剂、润湿剂或防腐剂中的一种或几种。

9.根据权利要求8述水性硅酸盐复合隔热阻燃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散剂为NS5040

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消泡剂为NXZ或154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防腐剂为LXE或BIT20中的

一种或几种。

10.权利要求1～9任一所述水性硅酸盐复合隔热阻燃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如下步骤：将无机纳米硅酸盐树脂、硅酸盐水性触变剂、聚碳化二胺交联剂、纳米级气凝

胶粉、有机改性膨润土、颜填料、成膜助剂、空心陶瓷珠、稳定剂和助剂混合，搅拌分散后即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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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性硅酸盐复合隔热阻燃涂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涂料技术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水性硅酸盐复合隔热阻燃涂料及

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代世界经济飞跃和世界工业化的高速度发展，导致了地球环境的急剧恶化，严

重的污染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空间。“绿色”、“环保”是人们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后对涂料工业

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涂料的发展方向。

[0003] 在现有技术中，由于建筑涂料产生大量的副产物和挥发性溶剂以及剩余单体，既

造成了环境污染又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和能源，其次，涂料涂饰在墙体表面，一段时间后，将

使墙面涂膜出现空鼓、起泡甚至掉皮脱落，对环境和人们的健康方面带来不好的影响，而且

还有涂料功能单一，施工程序复杂，附着力较差的缺点。

[0004] 因此，开发一种污染小、可充分利用资源、附着力好的多功能涂料具有重要的研究

意义和应用价值。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建筑涂料污染大、资源浪费、附着力差、功能单

一的缺陷和不足，提供一种水性硅酸盐复合隔热阻燃涂料。本发明提供的水性硅酸盐复合

隔热阻燃涂料为水性无机涂料，不含有机溶剂和剩余单体，具有无污染和无浪费的优点；另

外，该涂料具有优异的附着力，较好抗碱性、耐候性好、隔热阻燃性能、抗菌功能和超高硬

度，具备多功能，且施工便利，成本低。

[0006]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上述水性硅酸盐复合隔热阻燃涂料的制备方法。

[0007] 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水性硅酸盐复合隔热阻燃涂料，由如下质量份数的组分组成：

[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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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0011] 本发明提供的水性硅酸盐复合隔热阻燃涂料以无机纳米硅酸盐树脂为基料，并通

过硅酸盐水性触变剂、聚碳化二胺交联剂和纳米级气凝胶粉及其它组分配合使得该涂料具

有优异的附着力，较好抗碱性、耐候性好、隔热阻燃性能、抗菌功能和超强硬度，具备多功

能，且施工便利，成本低。

[0012] 触变剂一般可提高涂料的施工性能和耐水性能；交联剂可提高涂料的交联密度，

改善漆膜完整性，增强抗锈蚀能力；纳米级气凝胶粉具有较好的吸热效果；本发明的发明人

意外发现，特定的硅酸盐水性触变剂、聚碳化二胺交联剂和纳米级气凝胶粉三者的配合作

用时，除可改善上述提及的性能外，还获得了意外的超强硬度以及与基体较好的附着力：超

强硬度在2个H以上，附着力最高可达0级；这主要是因为硅酸盐树脂在这几个组分的催化下

能形成更紧密的涂膜。

[0013] 除此之外，本发明选用水性硅酸胶pH值呈碱性，使得最终的涂料呈碱性，更适合于

在同样显碱性的水泥和灰砂等基层上应用，而且硅酸盐可与这些基材中的石灰产生化学反

应生成硅酸钙晶体，能够和基层形成一体，进一步提高了其附着力，同时抗碱性好，耐候性

好。

[0014] 另外，本发明的水性硅酸盐复合隔热阻燃涂料为水性无机涂料，不含有机溶剂和

剩余单体，还具有无污染和无浪费的优点，且施工便利，成本低。

[0015] 优选地，所述水性硅酸盐复合隔热阻燃涂料由如下质量份数的组分组成：

[0016]

[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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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优选地，所述无机纳米硅酸盐树脂为硅酸胶、无机纳米硅酸钾树脂或无机纳米硅

酸钠树脂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9] 优选地，所述硅酸盐水性触变剂为LAPONITE  S482、LAPONITE  RD或LAPONITE  RDS

中的一种或几种。

[0020] 优选地，所述聚碳化二胺交联剂为ZOLDINE  XL-29SE。

[0021] 优选地，所述纳米级气凝胶粉为SiO2气凝胶粉；所述纳米级气凝胶粉的粒径为500

～1000nm。

[0022] 优选地，所述有机改性膨润土为JY52、HY-708或JY-610中的的一种或几种。

[0023] 优选地，所述颜填料为高岭土、硫酸钡、石英砂、金钢砂、金红石钛白粉、锐钛型钛

白粉、理石粉或绢云母粉中的一种或几种。

[0024] 优选地，所述成膜助剂为十二碳醇酯或乙二醇单丁醚中的一种或几种。

[0025] 优选地，所述空心陶瓷珠的粒径为500～800目。

[0026] 优选地，所述稳定剂为HV80或AT2030中的一种或几种。

[0027] 优选地，所述助剂为分散剂、消泡剂、润湿剂或防腐剂中的一种或几种

[0028] 更为优选地，所述分散SN5040。

[0029] 更为优选地，所述消泡剂为NXZ、154或345中的一种或几种。

[0030] 更为优选地，所述防腐剂为LXE或BIT20中的一种或几种。

[0031] 上述水性硅酸盐复合隔热阻燃涂料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无机纳米硅酸

盐树脂、硅酸盐水性触变剂、聚碳化二胺交联剂、纳米级气凝胶粉、有机改性膨润土、颜填

料、成膜助剂、空心陶瓷珠、稳定剂和助剂混合，搅拌分散后即得。

[0032] 优选地，所述搅拌的速度为1000～1200r/min，搅拌的时间为15～20min。

[003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34] 本发明提供的水性硅酸盐复合隔热阻燃涂料为水性无机涂料，不含有机溶剂和剩

余单体，具有无污染和无浪费的优点；另外，该涂料具有优异的附着力，较好抗碱性、耐候性

好、隔热阻燃性能、抗菌功能和超强硬度，具备多功能，且施工便利，成本低。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实施例和对照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描述。这些实施例仅是对本发明的

典型描述，但本发明不限于此。下述实施例和对照例中所用的试验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

常规方法，所使用的原料，试剂等，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可从常规市购等商业途径得到的原

料和试剂。

[0036] 实施例1～5

[0037]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水性硅酸盐复合隔热阻燃涂料，其配方如下表1。该水性硅酸盐

复合隔热阻燃涂料通过如下方法制备得到：将各组分投入分散釜中以后1000～1200r/min

的速度分散15～20min，最终成有色膏状，检验合格待用。

[0038] 表1实施例1～5的配方(单位：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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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0040] 助剂组成为：消泡剂(NXZ)：1g，防腐剂(LXE)：9g。

[0041] 颜填料(370g)的组成为：硫酸钡：50g，高岭土：150g，金红石钛白粉100g，天然大理

石粉50g，绢云母粉20g。

[0042] 颜填料(600g)的组成为：硫酸钡：80g，高岭土：240g，金红石钛白粉160g，天然大理

石粉80g，绢云母粉40g。

[0043] 对比例1

[0044] 本对比例提供一种水性涂料，其选用的水性触变剂为HQ505外，其余均与实施例1

一致。

[0045] 对比例2

[0046] 本对比例提供了一种水性涂料，其选用的交联剂为TH410外，其余均与实施例1一

致。

[0047] 对比例3

[0048] 本对比例提供了一种水性涂料，其选用的阻燃材料为膨胀珍珠岩外，其余均与实

施例1一致。

[0049] 性能测定

[0050] (一)对各实施例和对比例提供的涂料性能进行对比，如表2，为无机矿物涂料

(GB10222-88外墙无机建筑涂料)和有机涂料的性能(GB/T9755-2014合成树脂乳液外墙涂

料)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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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其中，防水性能标准每平方米墻身在每半小时内渗水程度小于0.5KG。

[0052] 防水气扩散值每一空隙应小于0.1mm，防水系数<0.05KG/Mxho0.5。

[0053] 表2无机矿物涂料(实施例1)与有机涂料(H200外墙乳胶漆)的性能对比

[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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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0056] 从表2可知，本发明提供的涂料与有机涂料相比各方面的性能均较为优异。

[0057] (二)对实施例1～5和对比例1～3提供的涂料进行性能测定(GB12441-2005饰面型

防火涂料)GB/T  6739-2006《色漆和清漆铅笔法测定漆膜硬度》，其结果如表3。

[0058] 表3实施例1～5和对比例1～3提供的涂料性能测定结果

[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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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0061] 从表3可知，本发明的各实施例提供的涂料具有优异的附着力，较好抗碱性、耐候

性好、隔热阻燃性能、抗菌性能和硬度功能，具备多功能，且施工便利，成本低。对比例1～3

因选用的水性触变剂、交联剂和阻燃材料之间缺乏较好的配合作用，其附着力和硬度均差

于实施例。

[0062]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以上实施例仅是本发明的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显然，本发明的

技术方案并不限于上述实施例，还可有许多变形。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能从本发明内容

直接导出或联想到所有变形，均应认为是本发明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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