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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二氧化硅/聚丙烯酸酯/聚

硅氧烷复合乳液、制备方法及其应用。本发明的

制备方法，主要包括硅溶胶改性、二氧化硅/丙烯

酸酯核壳结构乳液的制备和二氧化硅/丙烯酸

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的制备。先对硅溶胶进行

改性，然后利用种子‑成长聚合法制备得二氧化

硅/丙烯酸酯体系更加稳定凝胶率低(＜0.5％)

的复合乳液，并通过在丙烯酸酯中引入如氨基、

环氧的活性基团，可以与后续添加的聚硅氧烷纳

米粒子有效组装复合，从而制备性能优异的树莓

状二氧化硅/丙烯酸酯/聚硅氧烷有机无机杂化

乳液。在该乳液的粒子中二氧化硅组份提供硬度

支撑；丙烯酸酯提供成膜性；聚硅氧烷提供耐候

性、保色性与耐沾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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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二氧化硅-丙烯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主要包括如

下步骤：

一、硅溶胶改性：将去离子水和硅溶胶混合均匀后，加入硅烷偶联剂，在温度为50-65℃

下且搅拌速率为200-400rpm搅拌3-6h，得到改性硅溶胶，所述的去离子水、硅溶胶与硅烷偶

联剂的质量比为1-2：1-2：0.03-0.1；

二、二氧化硅/丙烯酸酯核壳结构乳液的制备：

①将9-18质量份的去离子水和0.45-2.5质量份的乳化剂混合均匀后，接着在搅拌速率

为300-600rpm下加入28-40质量份的丙烯酸类单体，接着继续搅拌10-30分钟形成预乳液

一；

②将2.25-4.5质量份的去离子水和0.11-0.23质量份的乳化剂混合均匀后，接着在搅

拌速率为300-600rpm下加入7-10质量份的丙烯酸类单体和1-3质量份的功能单体，接着继

续搅拌10-30分钟形成预乳液二；

③将3-6质量份的引发剂溶于3.3-6.6质量份的水中形成第一引发剂水溶液；将1-2质

量份的引发剂溶于0.45-0.9质量份的去离子水中形成第二引发剂水溶液；

④将25-40质量份步骤一制备的改性硅溶胶、0.5-2质量份的碳酸氢钠和0.19-0.38质

量份的乳化剂加入反应釜中，搅拌均匀后升温到80-85℃，同时加入步骤①制成的预乳液一

总量的3-10％和步骤③制成的第二引发剂水溶液总量的3-10％，保温10-30min；然后滴入

剩余的步骤①制成的预乳液一和步骤③制成的第一引发剂水溶液总量的80％，滴加时间为

2-3小时，滴加完成后保温20-30分钟；

⑤接着滴加步骤②制成的预乳液二和剩余的步骤③制成的第一引发剂水溶液，滴加时

间为1-1.5小时；

⑥滴加完成后保温1小时，接着冷却至30-40℃，并调节体系pH值至7-8，即制得二氧化

硅/丙烯酸酯核壳结构乳液；

三、二氧化硅/丙烯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的制备：在室温下，将有机硅乳液滴入步骤

二制备的二氧化硅/丙烯酸酯核壳结构乳液中，在温度25-90℃之间反应3-12h，即得二氧化

硅/丙烯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所述的有机硅乳液与步骤二制备的二氧化硅/丙烯酸酯

核壳结构乳液的质量比为1：5-1：3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二氧化硅-丙烯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一中所述的硅烷偶联剂为KH-570、KH560、KH550、A-151或者A-171中的一种

或两种以上任意比例组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二氧化硅-丙烯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一中所述的硅溶胶的粒径为20-35nm，固含为30-40％，pH为4-6。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二氧化硅-丙烯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二中的丙烯酸类单体为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酸丁酯、羟乙基丙烯酸酯、羟

丙基丙烯酸酯、甲基丙烯酸、丙烯酸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任意比例组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二氧化硅-丙烯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二中的功能性单体为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丙烯酰胺、羟甲基丙烯酸脲或

者有机硅单体的中一种或两种以上任意比例组合。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树莓状二氧化硅-丙烯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的制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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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乳化剂由阴离子子乳化剂、非离子子乳化剂及可聚合乳化剂按照

质量比1-2:1-2:1-2混合而成。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二氧化硅-丙烯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阴离子乳化剂为DNS-18、DNS-625、SW3001或FSL707中的一种或者两种以

上的任意组合；所述的非离子乳化剂为DNS-900、3016或LGE-30中的一种或者两种以上的任

意组合；所述的可聚合乳化剂为HAPS、SR-10、ER-10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任意组合。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二氧化硅-丙烯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有机硅乳液为粒径在20-150nm之间且固含在30-50％之间的氨基或者环

氧基团改性有机硅乳液。

9.一种二氧化硅-丙烯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其特征在于：由权利要求1-8中任意一

项所述的方法制备而成。

10.一种二氧化硅-丙烯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在外墙建筑涂料中的应用，其特征在

于，所述外墙建筑涂料包括质量分数为10-30％的权利要求1-8中任一项所述方法制备的乳

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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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二氧化硅/聚丙烯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制备方法及

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单分散非金属纳米材料制备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二氧化硅/聚丙烯酸

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制备方法及其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聚丙烯酸酯乳液是主要使用丙烯酸类单体通过乳液聚合制备得到的分散在水中

的共聚物，利用聚丙烯酸酯乳液制备的涂料在耐候性、耐化学性以及耐沾污性方面表现良

好。常规的乳液聚合制备的聚丙烯酸酯为支链的无规共聚物，只存在单一Tg点，因此存在低

温下脆性大、高温下发粘及硬度降低等现象，即热粘冷脆现象。这种致命缺点限制了常规聚

丙烯酸乳液在高端涂料中的应用，因此如何对聚丙烯酸进行改性而提高其性能成为了研究

热点。

[0003] 一般来说，对聚丙烯酸酯进行改性的方法分为三类：1.引入其他功能性单体或其

他类型乳液进行改性，如常见的硅丙乳液、环氧改性丙烯酸乳液以及聚氨酯改性丙烯酸乳

液等等；2.设计独特的粒子结构，例如核壳结构，硬核软壳或者软核硬壳，来克服热粘冷脆

的缺点并赋予其他性能；3.引入纳米粒子来制备复合材料，发挥纳米粒子和丙烯酸酯的固

有性能，从而提高乳液的综合性能。第三种方法中，可供选择的纳米粒子种类和性能繁多，

用于制备的复合材料性能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从而成为了研究热点。其中二氧化硅作

为一种易获取、硬度高且稳定的无机纳米粒子而被广泛用于提升聚丙烯酸酯乳液的性能。

[0004] 传统的制备二氧化硅/聚丙烯酸酯复合材料的方法为冷拼，即将二氧化硅掺杂至

丙烯酸酯中，该方法简单易操作，但是二氧化硅与丙烯酸酯混合过程中易出现不相容问题，

从而影响产品的稳定性；因此在混合前需要对二氧化硅进行有机改性，从而改善相容性。

[0005] 较为有效的复合方法则是对二氧化硅表面进行直接或间接改性，再通过原位乳液

聚合制备复合粒子。专利CN  102731735公开了一种有机硅改性硅溶胶/聚丙烯酸酯乳液的

制备方法，通过对选定的硅溶胶进行表面硅烷修饰，再通过原位聚合的方法在硅溶胶表面

引入聚丙烯酸酯大分子制备乳液，而具备优异的硬度、耐水白和耐溶剂性能。申请号CN 

103665242公开了一种硅溶胶/丙烯酸酯纳米核壳结构乳液的制备方法，其中硅溶胶通过钛

螯合处理，无需额外的改性，再通过原位聚合而形成性能优异的乳液。所制备乳液涂膜后光

泽好、硬度高、具有良好的耐热、耐水和耐酸碱性能。此外还有很多类似的专利都报导了二

氧化硅/丙烯酸酯复合纳米粒子的制备方法，主要用于提高涂膜硬度和耐热问题。在建筑涂

料和工业涂料用乳液中，耐沾污也是考量的一个重要指标。现一般通过在大分子中引入有

机硅组份，降低表面能，从而提高耐沾污效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硅丙乳液。如何结合以

上提到的两点从而制备硬度高、耐沾污好、耐老化强、保色性优异的的复合纳米乳液尚未有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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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提供一种二氧化硅/聚丙烯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制备方法及其应用，

该二氧化硅/丙烯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中的粒子包含无机二氧化硅组份，同时聚硅氧烷

以树莓状组装在丙烯酸酯表面，所制备的乳液成膜后硬度高、耐沾污好、耐老化强、保色性

优异。

[0007] 方案一)

[0008] 一种二氧化硅-丙烯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的制备方法，主要包括如下步骤：

[0009] 一、硅溶胶改性：将水和硅溶胶混合均匀后，加入硅烷偶联剂，在温度为50-65℃下

且搅拌速率为200-400rpm搅拌3-6h，得到改性硅溶胶，所述的水、硅溶胶与硅烷偶联剂的质

量比为1-2：1-2：0.03-0.1；

[0010] 二、二氧化硅/丙烯酸酯核壳结构乳液的制备：

[0011] ①将9-18质量份的去离子水和0.45-2.5质量份的乳化剂混合均匀后，接着在搅拌

速率为300-600rpm下缓慢加入28-40质量份的丙烯酸类单体，接着继续搅拌10-30分钟形成

预乳液一；

[0012] ②将2.25-4.5质量份的去离子水和0.11-0.23质量份的乳化剂混合均匀后，接着

在搅拌速率为300-600rpm下缓慢加入7-10质量份的丙烯酸类单体和1-3质量份的功能单

体，接着继续搅拌10-30分钟形成预乳液二；

[0013] ③将3-6质量份的引发剂溶于配方中3.3-6.6质量份的水中形成第一引发剂水溶

液；将配方1-2质量份的引发剂溶于配方中0.45-0.9质量份的水中形成第二引发剂水溶液；

[0014] ④将25-40质量份步骤一制备的改性硅溶胶、0.5-2质量份的碳酸氢钠和0.19-

0.38质量份的乳化剂加入反应釜中，搅拌均匀后升温到80-85℃，同时加入3-10％的预乳液

一和第二引发剂水溶液，保温10-30min；然后滴入剩余的步骤①制成的预乳液一和80％的

步骤③制成的第一引发剂水溶液，滴加时间为2-3小时，滴加完成后保温20-30分钟；

[0015] ⑤接着滴加步骤②制成的预乳液二和20％的步骤③制成的第一引发剂水溶液，滴

加时间为1-1.5小时；

[0016] ⑥滴加完成后保温1小时，接着冷却至30-40℃，并调节体系pH值至7-8，即制得二

氧化硅/丙烯酸酯核壳结构乳液；

[0017] 三、二氧化硅/丙烯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的制备：在室温下，将有机硅乳液滴入

步骤二制备的二氧化硅/丙烯酸酯复合乳液中，在温度为25-90℃反应3-12h，即得二氧化

硅/丙烯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所述的有机硅乳液与步骤二制备的二氧化硅/丙烯酸酯

复合乳液的质量比为1：5-1：30；

[0018] 优选地，步骤一中所述的硅烷偶联剂为KH-570、KH560、KH550、A-151或者A-171中

的一种或两种以上任意比例组合。

[0019] 优选地，步骤一中所述的硅溶胶的粒径为20-35nm，固含为30-40％，pH为4-6。

[0020] 优选地，步骤二中的丙烯酸单体为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酸丁酯、羟乙基丙烯酸

酯、羟丙基丙烯酸酯、甲基丙烯酸、丙烯酸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任意比例组合。

[0021] 优选地，步骤二中的功能性单体为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丙烯酰胺、羟甲基丙烯

酸脲或者有机硅单体的中一种或两种以上任意比例组合。

[0022] 优选地，步骤二中乳化剂由阴离子、非离子与可聚合乳化剂的按照质量比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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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混合而成。

[0023] 优选地，所述的阴离子乳化剂为DNS-18、DNS-625、SW3001或FSL707中的一种或者

两种以上的任意组合；所述的非离子乳化剂为DNS-900、3016或LGE-30中的一种或者两种以

上的任意组合；所述的可聚合乳化剂为HAPS、SR-10、ER-10-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任意组合。

[0024] 优选地，所述的有机硅乳液粒径为20-150nm，固含30-50％，经过氨基或者环氧基

团改性。

[0025] 方案二)

[0026] 一种二氧化硅-丙烯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由所述的方法制备而成。

[0027] 一种二氧化硅-丙烯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在外墙建筑涂料中的应用，所述外墙

建筑涂料包括质量分数为10-30％的权利要求1-8中任一项所述方法制备的乳液。

[0028] 较之前的现有技术，本发明所制备的二氧化硅/丙烯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的制

备方法，先对硅溶胶进行改性，然后利用种子-成长聚合法制备得二氧化硅/丙烯酸酯体系

更加稳定凝胶率低(＜0.5％)的复合乳液，并通过在丙烯酸酯中引入如氨基、环氧的活性基

团，可以与后续添加的聚硅氧烷纳米粒子有效组装复合，从而制备性能优异的树莓状二氧

化硅/丙烯酸酯/聚硅氧烷有机无机杂化乳液。在该乳液的粒子中二氧化硅组份提供硬度支

撑；丙烯酸酯提供成膜性；聚硅氧烷提供耐候性、保色性与耐沾污性。该方法操作简单，选用

原材料性价比高，所有工序可以连续化完成，不会增加额外生产负担。

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一种二氧化硅-丙烯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的制备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案例对本发明方案进行进一步阐述和解释，发明保护范围不仅

仅局限于以下的发明实施实例。

[0031] 实施例1

[0032] 一种二氧化硅-丙烯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的制备方法，主要包括如下步骤：

[0033] 一、硅溶胶改性：将水和硅溶胶混合均匀后，加入硅烷偶联剂，在50℃下且搅拌速

率为400rpm搅拌6h，得到改性硅溶胶；所述的水、硅溶胶与硅烷偶联剂的质量比为1：1：0.1；

[0034] 二、二氧化硅/丙烯酸酯核壳结构乳液的制备：

[0035] ①将9质量份的去离子水和0.45质量份的乳化剂混合均匀后，然后接着在搅拌速

率为300rpm下缓慢加入28质量份的丙烯酸单体，接着继续搅拌10分钟形成预乳液一；

[0036] ②将2.25质量份的去离子水和0.11质量份的乳化剂混合均匀后，接着在搅拌速率

为300rpm下缓慢加入7质量份的丙烯酸单体和1质量份的功能单体，接着继续搅拌10分钟形

成预乳液二；

[0037] ③将3质量份的引发剂溶于配方中3.3质量份的水中形成第一引发剂水溶液；将1

质量份的引发剂溶于0.45质量份的水中形成第二引发剂水溶液；

[0038] ④将25质量份步骤一制备的改性硅溶胶、0.5质量份的碳酸氢钠和0.19质量份的

乳化剂加入反应釜中，搅拌均匀后升温到80℃，同时加入3％的预乳液一和第二引发剂水溶

液，保温10min；然后滴入剩余的步骤①制成的预乳液一和80％的步骤③制成的第一引发剂

说　明　书 3/9 页

6

CN 112280043 A

6



水溶液，滴加时间为2小时，滴加完成后保温20分钟；

[0039] ⑤接着滴加步骤②制成的预乳液二和20％的步骤③制成的第一引发剂水溶液，滴

加时间为1小时；

[0040] ⑥滴加完成后保温1小时，接着冷却至30℃，并调节体系pH值至7，即制得二氧化

硅/丙烯酸酯核壳结构乳液；

[0041] 三、二氧化硅/丙烯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的制备：在室温下，将有机硅乳液滴入

步骤二制备的二氧化硅/丙烯酸酯复合乳液中，在温度为25℃反应3h，即得二氧化硅/丙烯

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所述的有机硅乳液与步骤二制备的二氧化硅/丙烯酸酯复合乳液

的质量比为1.5：30；

[0042] 优选地，步骤一中所述的硅烷偶联剂为KH550。

[0043] 优选地，步骤一中所述的硅溶胶的粒径为20nm，固含为30％，pH为4。

[0044] 优选地，步骤二中的丙烯酸单体为丙烯酸丁酯。

[0045] 优选地，步骤二中的功能性单体为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

[0046] 优选地，步骤二中乳化剂由阴离子、非离子与可聚合乳化剂的按照质量比为1:1:1

混合而成。

[0047] 优选地，所述的阴离子乳化剂为DNS-18；所述的非离子乳化剂为DNS-900；所述的

可聚合乳化剂为HAPS。

[0048] 优选地，所述的有机硅乳液粒径为20-150nm，固含30-50％，经过氨基或者环氧基

团改性。

[0049] 用线棒二氧化硅/丙烯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涂敷在玻璃板上，湿膜厚度为200

微米，70℃烘烤1h，涂膜透光性优异，待涂膜温度降到室温时，测试性能。涂膜铅笔硬度为F，

在玻璃上附着力为0-1级，水接触角为115°，耐水和耐水白优异(4天无水白和起泡)，600h耐

人工老化无粉化。

[0050] 实施例2

[0051] 一种二氧化硅-丙烯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的制备方法，主要包括如下步骤：

[0052] 一、硅溶胶改性：将水和硅溶胶混合均匀后，加入硅烷偶联剂，在65℃下且搅拌速

率为200rpm搅拌3h，得到改性硅溶胶；所述的水、硅溶胶与硅烷偶联剂的质量比为2：2：0.03

[0053] 二、二氧化硅/丙烯酸酯核壳结构乳液的制备：

[0054] ①将18质量份的去离子水和2.5质量份的乳化剂混合均匀后，接着在搅拌速率为

600rpm下缓慢加入40质量份的丙烯酸单体，接着继续30分钟形成预乳液一；

[0055] ②将4.5质量份的去离子水和0.23质量份的乳化剂混合均匀后，接着在搅拌速率

为600rpm下缓慢加入10质量份的丙烯酸单体和3质量份的功能单体，接着继续下搅拌30分

钟形成预乳液二；

[0056] ③将6质量份的引发剂溶于6.6质量份的水中形成第一引发剂水溶液；将2质量份

的引发剂溶于配方中0.9质量份的水中形成第二引发剂水溶液；

[0057] ④将40质量份步骤一制备的改性硅溶胶、1质量份的碳酸氢钠和0.38质量份的乳

化剂加入反应釜中，搅拌均匀后升温到85℃，同时加入10％的预乳液一和第二引发剂水溶

液，保温30min；然后滴入剩余的步骤①制成的预乳液一和80％的步骤③制成的第一引发剂

水溶液，滴加时间为3小时，滴加完成后保温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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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⑤接着滴加步骤②制成的预乳液二和20％的步骤③制成的第一引发剂水溶液，滴

加时间为1.5小时；

[0059] ⑥滴加完成后保温1小时，接着冷却至40℃，并调节体系pH值至8，即制得二氧化

硅/丙烯酸酯核壳结构乳液；

[0060] 三、二氧化硅/丙烯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的制备：在室温下，将有机硅乳液滴入

步骤二制备的二氧化硅/丙烯酸酯复合乳液中，在温度为90℃反应12h，即得二氧化硅/丙烯

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所述的有机硅乳液与步骤二制备的二氧化硅/丙烯酸酯复合乳液

的质量比为1：30；

[0061] 优选地，步骤一中所述的硅烷偶联剂为A-171。

[0062] 优选地，步骤一中所述的硅溶胶的粒径为20-35nm，固含为30-40％，pH为4-6。

[0063] 优选地，步骤二中的丙烯酸单体为甲基丙烯酸甲酯。

[0064] 优选地，步骤二中的功能性单体为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

[0065] 优选地，步骤二中乳化剂由阴离子、非离子与可聚合乳化剂的按照质量比为2:1:1

混合而成。

[0066] 优选地，所述的阴离子乳化剂为FSL707；所述的非离子乳化剂为LGE-30；所述的可

聚合乳化剂为ER-10-中的一种。

[0067] 优选地，所述的有机硅乳液粒径为20-150nm，固含30-50％，经过氨基或者环氧基

团改性。

[0068] 用线棒二氧化硅/丙烯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涂敷在玻璃板上，湿膜厚度为200

微米，70℃烘烤1h，涂膜透光性优异，待涂膜温度降到室温时，测试性能。涂膜铅笔硬度为H，

在玻璃上附着力为0-1级，水接触角为110°，耐水和耐水白优异(4天无水白和起泡)，500h耐

人工老化无粉化。

[0069] 实施例3

[0070] 将25g去离子水加到25g酸性硅溶胶中(固含40％)，升温到60℃，加入0.6g  KH570

在250rpm搅拌下保温5h，得到改性硅溶胶(固含20％)。

[0071] 向250ml四口烧瓶中加入20g水、2g  S25和2g  FSL  707，常温下250rpm搅拌均匀后，

加入1.6g丙烯酸，45g甲基丙烯酸甲酯和30g丙烯酸丁酯，调整搅拌速度为400rpm，搅拌

20min得到均匀稳定的预乳液1。

[0072] 向100ml四口烧瓶中加入6g水、0.3g  S25、0.4g  FSL  707和0.3g  N-10，常温下

250rpm搅拌均匀后，依次加入0.4g丙烯酸、2g羟甲基丙烯酰脲、1.5g有机硅单体UM-1770、2g

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10g甲基丙烯酸甲酯和8g丙烯酸丁酯，调整搅拌速度为400rpm，搅

拌20min后得到均匀稳定的预乳液2。

[0073] 在500ml四口烧瓶中(装有冷凝管和温度计)加入5g水和0.2g碳酸氢钠，搅拌溶解

后，加入2g  S25和0.5g  FSL  707，搅拌5min后，向烧瓶中加入50g上述改性硅溶胶，室温下搅

拌30min。然后在250rpm搅拌下升温到82℃，待温度稳定后，加入3g上述预乳液1和1g过硫酸

铵引发剂水溶液(含0.08g过硫酸铵)，并保温20min。在3h内向瓶中滴加完上述剩余预乳液1

和10g引发剂水溶液(含0.4g过硫酸铵)，并保温30min。继续在1h内向反应烧瓶中同时滴加

完预乳液2和2g引发剂水溶液(含0.08g过硫酸铵)，滴加完后反应保温1h，降温，用DMEA调节

体系pH至7-8，制备二氧化硅/丙烯酸酯复合乳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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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4] 向上述的复合乳液中引入25g商用氨基改性有机硅乳液(粒径40nm，固含37％)，有

机硅乳液稀释2倍后滴加至上述二氧化硅/丙烯酸酯复合乳液中，控制在2h内滴加完毕，80

℃下保温5小时，降温用DMEA调节pH至7-8，即可得到二氧化硅/丙烯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

液。

[0075] 用线棒二氧化硅/丙烯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涂敷在玻璃板上，湿膜厚度为200

微米，70℃烘烤1h，涂膜透光性优异，待涂膜温度降到室温时，测试性能。涂膜铅笔硬度为

2H，在玻璃上附着力为0-1级，水接触角为125°，耐水和耐水白优异(4天无水白和起泡)，

600h耐人工老化无粉化。

[0076] 实施例4

[0077] 将25g去离子水加到25g酸性硅溶胶中(固含40％)，升温到50℃，加入1g  A151在

250rpm搅拌下保温3h，得到改性硅溶胶(固含20％)。

[0078] 向250ml四口烧瓶中加入20g水、2g  S25和2g  FSL  707，常温下250rpm搅拌均匀后，

加入1.6g丙烯酸，30g甲基丙烯酸甲酯和45g丙烯酸丁酯，调整搅拌速度为400rpm，搅拌

20min得到均匀稳定的预乳液1。

[0079] 向100ml四口烧瓶中加入6g水、0.3g  S25、0.4g  FSL  707和0.3g  N-10，常温下

250rpm搅拌均匀后，依次加入0.4g丙烯酸、2g羟甲基丙烯酰脲、1.5g有机硅单体UM-1770、1g

丙烯酰胺、7g甲基丙烯酸甲酯和11g丙烯酸丁酯，调整搅拌速度为400rpm，搅拌20min后得到

均匀稳定的预乳液2。

[0080] 在500ml四口烧瓶中(装有冷凝管和温度计)加入5g水和0.2g碳酸氢钠，搅拌溶解

后，加入2g  S25和0.5g  FSL  707，搅拌5min后，向烧瓶中加入50g上述改性硅溶胶，室温下搅

拌30min。然后在250rpm搅拌下升温到82℃，待温度稳定后，加入5g上述预乳液1和1g过硫酸

铵引发剂水溶液(含0.08g过硫酸铵)，并保温20min。在3h内向瓶中滴加完上述剩余预乳液1

和10g引发剂水溶液(含0.4g过硫酸铵)，并保温30min。继续在1h内向反应烧瓶中同时滴加

完预乳液2和2g引发剂水溶液(含0.08g过硫酸铵)，滴加完后反应保温1h，降温，用DMEA调节

体系pH至7-8，制备二氧化硅/丙烯酸酯复合乳液。

[0081] 向上述的复合乳液中引入13g自制环氧改性有机硅乳液(粒径50nm，固含42％)，有

机硅乳液稀释3倍后滴加至上述乳液中，滴加时间控制在2h内，升温到70℃，保温5小时，降

温用DMEA调节pH至7-8，即可得到二氧化硅/丙烯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

[0082] 用线棒二氧化硅/丙烯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涂敷在玻璃板上，湿膜厚度为200

微米，室温下保养7天，涂膜透光性优异，待涂膜温度降到室温时，测试性能。涂膜铅笔硬度

为H，在玻璃上附着力为0-1级，水接触角为115°，耐水和耐水白优异(4天无水白和起泡)，

400h耐人工老化无粉化。

[0083] 实施例5

[0084] 将25g去离子水加到25g酸性硅溶胶中(固含40％)，升温到55℃，加入1g  A-171在

250rpm搅拌下保温5h，得到改性硅溶胶(固含20％)。

[0085] 向250ml四口烧瓶中加入20g水、2g  S25和1.8g  DNS-18，常温下250rpm搅拌均匀

后，加入1.6g丙烯酸，30g甲基丙烯酸甲酯和45g丙烯酸丁酯，调整搅拌速度为400rpm，搅拌

20min得到均匀稳定的预乳液1。

[0086] 向100ml四口烧瓶中加入6g水、0.3g  S25、0.1g  DNS-900和0.3g  N-10，常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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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rpm搅拌均匀后，依次加入0.4g丙烯酸、2g羟甲基丙烯酰脲、0.5g有机硅单体KH570、2g丙

烯酰胺、7g甲基丙烯酸甲酯和11g丙烯酸丁酯，调整搅拌速度为400rpm，搅拌20min后得到均

匀稳定的预乳液2。

[0087] 在500ml四口烧瓶中(装有冷凝管和温度计)加入5g水和0.2g碳酸氢钠，搅拌溶解

后，加入2g  S25和0.5g  DNS-18，搅拌5min后，向烧瓶中加入50g上述改性硅溶胶，室温下搅

拌30min。然后在250rpm搅拌下升温到82℃，待温度稳定后，加入8g上述预乳液1和1g过硫酸

铵引发剂水溶液(含0.08g过硫酸铵)，并保温20min。在3h内向瓶中滴加完上述剩余预乳液1

和10g引发剂水溶液(含0.4g过硫酸铵)，并保温30min。继续在1h内向反应烧瓶中同时滴加

完预乳液2和2g引发剂水溶液(含0.08g过硫酸铵)，滴加完后反应保温1h，降温，用DMEA调节

体系pH至7-8，制备二氧化硅/丙烯酸酯复合乳液。

[0088] 向上述的复合乳液中引入26g自制环氧改性有机硅乳液(粒径50nm，固含42％)，有

机硅乳液稀释2倍后滴加至上述乳液中，滴加时间控制在4h内，室温反应12h，用DMEA调节pH

至7-8，即可得到二氧化硅/丙烯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

[0089] 用线棒二氧化硅/丙烯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涂敷在玻璃板上，湿膜厚度为200

微米，室温下保养7天，涂膜透光性优异，待涂膜温度降到室温时，测试性能。涂膜铅笔硬度

为H，在玻璃上附着力为0-1级，水接触角为130°，耐水和耐水白优异(4天无水白和起泡)，

800h耐人工老化无粉化。

[0090] 实施例6

[0091] 与实施例5相比，实施例6中不包含二氧化硅及聚硅氧烷粒子，所制备的乳液为对

比。其中改性硅溶胶分散液用等量去离子水代替且后续不添加有机硅乳液；其他实验配方

和工艺与实施例5相同。

[0092] 以上实施例所述氨基改性有机硅乳液为迈图Y-20746，所用环氧改性有机硅乳液

为自制(环氧改性硅油乳化制备而成)；

[0093] 将上述实施例1-6制备的二氧化硅-丙烯酸酯-聚硅氧烷复合乳液在外墙建筑涂料

中，均按照如下配方制备成涂料，然后按照GB/T  9755-2014进行制板测试，具体如表1所示，

且所述的增稠剂优选罗门哈斯ASE  60；所述的消泡剂优选海明斯DF7035；所述的pH调节剂

优选MA-95；所述的钛白粉优选杜邦R706；所述的成膜助剂优选醇酯十二；所述的杀菌防腐

优选龙沙Proxel  G20。所述的涂料中还可以包含质量分数为10-30％中其它质量分数的乳

液，其涂料的性能也很优异。

[0094] 所采用的基础配方的具体组成(以重量份数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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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5]

[0096] 表1采用实施例1-6乳液制成涂料后的性能

[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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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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