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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超疏水表面领域，具体是一种耐

盐雾、可恢复的苯并噁嗪基超疏水涂层及其制备

方法，具体是将具有交联密度梯度变化的界面层

结构引入到超疏水表面中。该涂层是通过将咪唑

类或咪唑类盐负载于介孔材料中，然后与苯并噁

嗪共混，涂覆于基材表面后去除溶剂、交联固化、

冷却得到的。本发明的超疏水涂层固化后形成了

苯并噁嗪与介孔材料的“无机-有机互穿网络”结

构和由于催化剂浓度从介孔材料中心向基体自

由扩散形成的聚苯并噁嗪交联密度梯度变化的

界面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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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耐盐雾、可恢复的苯并噁嗪基超疏水涂层，其特征在于，该涂层是通过将咪唑类

或咪唑类盐负载于介孔材料中，而后与苯并噁嗪共混，涂覆于基材表面后去除溶剂、交联固

化、冷却得到的；所述的苯并噁嗪为双酚A苯并噁嗪、双酚AF苯并噁嗪、MDA型苯并噁嗪中的

一种，所述的介孔材料为介孔SiO2、介孔TiO2、介孔MnO2中的一种或多种以任意比例混合的

混合物。

2.一种耐盐雾、可恢复的苯并噁嗪基超疏水涂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

骤：

（1）将介孔材料及咪唑类或咪唑类盐溶于水中，搅拌、超声，得到悬浮液，而后去除水，

得到负载有催化剂的介孔材料；所述的苯并噁嗪为双酚A苯并噁嗪、双酚AF苯并噁嗪、MDA型

苯并噁嗪中的一种，所述的介孔材料为介孔SiO2、介孔TiO2、介孔MnO2中的一种或多种以任

意比例混合的混合物；

（2）将苯并噁嗪溶解于溶剂中，搅拌、超声，得到透明澄清溶液；

（3）将步骤（1）中负载有催化剂的介孔材料加入到步骤（2）中的苯并噁嗪溶液中，搅拌、

超声，得到悬浮液；

（4）采用喷涂或旋涂的方法，将步骤（3）所制备的分散液均匀的涂于基材表面，然后将

材料放入烘箱中，在120℃以下保持数小时去除溶剂，在120℃-400℃交联固化数小时，冷却

后得到超疏水涂层。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耐盐雾、可恢复的苯并噁嗪基超疏水涂层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各原料以质量份计，介孔材料10-80份，苯并噁嗪100份，咪唑类或咪唑类盐1-15

份。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耐盐雾、可恢复的苯并噁嗪基超疏水涂层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溶剂为四氢呋喃、甲苯或丙酮。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耐盐雾、可恢复的苯并噁嗪基超疏水涂层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水为蒸馏水、去离子水或超纯水。

6.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耐盐雾、可恢复的苯并噁嗪基超疏水涂层盐雾处理后的超疏水

性恢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将盐雾处理后的带有涂层的基材浸泡在水中，而后放入烘箱进行热处理，即可使得涂

层恢复超疏水性。

7.权利要求2至5任一权利要求所述一种耐盐雾、可恢复的苯并噁嗪基超疏水涂层的制

备方法制备获得的超疏水涂层盐雾处理后的超疏水性恢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

骤：

将盐雾处理后的带有涂层的基材浸泡在水中，而后放入烘箱进行热处理，即可使得涂

层恢复超疏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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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耐盐雾、可恢复的苯并噁嗪基超疏水涂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超疏水表面领域，具体是一种耐盐雾、可恢复的苯并噁嗪基超疏水涂

层及其制备方法，具体是将具有交联密度梯度变化的界面层结构引入到超疏水表面中。

背景技术

[0002] 海用金属与国防力量和国计民生紧密相连，其优越的使用性能将大大提高国家综

合国力，改善国计民生。由于海水中存在大量的氯离子，同时，海洋大气环境中也存在有大

量的游离氯，因此，即使是耐腐蚀性能良好的不锈钢，在海洋环境下也会发生腐蚀，导致使

用性能严重下降，这极大的影响了材料的使用寿命，同时也会给人们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

和重大的安全隐患，因此，研发防腐蚀材料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0003] 金属防腐蚀的方法有很多，其中表面涂层保护由于具有操作简单、成本低等优点，

成为最为广泛使用的防腐蚀方法。但是传统的金属涂层保护会产生大量废物，带来严重的

环境污染。近年来，环境友好的涂层保护技术应运而生，其中超疏水膜技术以其防污、自清

洁等特性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超疏水表面特有的微纳结构能够将空气包裹，在材料表

面形成气袋，从而对水溶性介质具有排斥作用，可阻止溶液和腐蚀离子与基材接触，因此能

够有效的防止溶液以及溶液中的氯离子渗入涂层，提高材料的耐腐蚀性能。中国专利(申请

号：CN201410668488.5)采用阳极氧化法构建防腐蚀性超疏水铝表面；专利2008101026910

采用浸泡法将金属或金属合金基底浸入到全氟脂肪酸溶液中制备防腐超疏水表面；专利

2013102281556采用化学镀的方法，在安全阀表面镀上一层防腐超疏水膜。但上述方法都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消耗大量能源、材料昂贵、步骤繁琐、对基底有限制等，限制了它们的广

泛应用，同时由于超疏水材料自身特殊的微-纳结构，使得超疏水材料因存在耐磨性太差、

耐用性不强等缺点而缺乏使用价值。专利2012101785611、CN201410185923 .9、

CN201310291889.9也都制备了具有耐磨损性能的超疏水涂层，但存在对基底要求高、工艺

时间长、制备复杂等缺点；中国专利201610470911X采用喷涂的方法，使苯并噁嗪和介孔二

氧化硅形成无机-有机互穿网络制备耐磨超疏水涂层，虽然制备工艺简单，但是界面键接

少，其耐磨性仍然较差。因此，研发节能减排、价格低廉、工艺简单同时又具有耐蚀、耐磨、可

恢复性的超疏水材料具有重要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发明内容

[0004] 相比于专利(专利号：201610470911X)，本发明将苯并噁嗪的催化剂引入到超疏水

体系中，降低了苯并噁嗪的固化反应温度，延长了固化反应时间。同时利用介孔材料自身特

殊的孔洞结构，将催化剂负载在其上。在苯并噁嗪与负载有催化剂的介孔材料共混时，催化

剂能够从介孔材料向基体树脂扩散，形成浓度梯度变化；苯并噁嗪在浓度梯度变化的催化

剂的催化作用下，与介孔材料形成“无机-有机互穿网络”的同时形成交联密度梯度变化的

界面层结构，使得超疏水材料的表面形貌更加完善、力学性能更佳优异。本发明所制备的超

疏水涂层具有良好的耐盐雾性，以及能够恢复因盐雾而丧失的超疏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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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工艺简单、使用方便、能耗低、重复性好、具有良好的

应用价值的耐盐雾、可恢复的超疏水涂层及其制备方法。

[0006]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耐盐雾、可恢复的苯并噁嗪基超疏水涂

层，该涂层是通过将咪唑类或咪唑类盐负载于介孔材料中，后与苯并噁嗪共混，涂覆于基材

表面后去除溶剂、交联固化、冷却得到的。

[0007] 本发明的超疏水涂层固化后形成了苯并噁嗪与介孔材料的“无机-有机互穿网络”

结构和由于催化剂浓度从介孔材料中心向基体自由扩散形成的聚苯并噁嗪交联密度梯度

变化的界面层结构。

[0008] 在本发明中，所涉及到的盐雾测试方法按照GB/T  1771-91进行测试；超疏水涂层

的超疏水特性在盐雾测试后消失，随后将测试后的样品表面浸泡在水中，放入烘箱进行热

处理(温度为室温至600℃)，即可使得涂层恢复超疏水性。

[0009] 因此，本发明进一步提供了上述耐盐雾、可恢复的苯并噁嗪基超疏水涂层盐雾处

理后的超疏水性恢复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0] 将盐雾处理后的带有涂层的基材浸泡在水中，而后放入烘箱中进行热处理，即可

使得涂层恢复超疏水性。

[0011] 本发明所提供的恢复方法操作简单方便，经济可行，重复性好。

[0012] 本发明另外提供一种耐盐雾、可恢复的苯并噁嗪基超疏水涂层的制备方法，其步

骤包括：

[0013] (1)将介孔材料及咪唑类或咪唑类盐溶于水中，搅拌、超声，得到悬浮液，而后去除

水，得到负载有催化剂的介孔材料；

[0014] (2)将苯并噁嗪溶解于溶剂中，搅拌、超声，得到透明澄清溶液；

[0015] (3)将步骤(1)中负载有催化剂的介孔材料加入到步骤(2)中的苯并噁嗪溶液中，

搅拌、超声，得到悬浮液；

[0016] (4)采用喷涂或旋涂的方法，将步骤(3)所制备的分散液均匀的涂于基材表面，然

后将材料放入烘箱中，在120℃以下保持数小时去除溶剂，在120℃-400℃交联固化数小时，

冷却后得到超疏水涂层。

[0017] 本发明所述制备方法，工艺简单、操作方便、能耗低、重复性好，同时所得涂层疏水

性好、能大面积使用，在现代工业和海工项目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0018] 作为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各原料以质量份计，介孔材料10-80份，苯并

噁嗪100份，咪唑或咪唑类的盐1-15份。

[0019] 作为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苯并噁嗪为双酚A苯并噁嗪、双酚AF苯

并噁嗪、MDA型苯并噁嗪中的一种。这些苯并噁嗪树脂具有低表面能的特点。

[0020] 作为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介孔材料为介孔SiO2(如：SBA系类中

的SBA-15、SBA-16等，MCM系类中的MCM-41等)、介孔TiO2、介孔MnO2中的一种或多种以任意比

例混合的混合物。

[0021] 作为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基材为盐雾测试专用铁片。所述的盐

雾测试专用铁片为GB/T  1771-91所规定的铁片。

[0022] 作为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溶剂为四氢呋喃、甲苯或丙酮。

[0023] 作为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水为蒸馏水、去离子水或超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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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本发明进一步提供了上述任一一种耐盐雾、可恢复的苯并噁嗪基超疏水涂层的制

备方法制备获得的超疏水涂层盐雾处理后的超疏水性恢复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5] 将盐雾处理后的带有涂层的基材浸泡在水中，而后放入烘箱中进行热处理，即可

使得涂层恢复超疏水性。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实施例1制备得到的耐盐雾、可恢复的苯并噁嗪基超疏水涂层中介孔材料吸

附咪唑类或咪唑类盐(催化剂)并形成一定的浓度梯度的示意图。

[0027] 图2是采用本发明实施例1的制备方法但未添加催化剂得到的涂层(对比例)与实

施例1制备得到的耐盐雾、可恢复的苯并噁嗪基超疏水涂层的BET吸附脱附对比图(2-1)、孔

径分布对比图(2-2)。

[0028] 图3是采用本发明实施例1的制备方法但未添加催化剂得到的涂层(对比例)与实

施例1制备得到的耐盐雾、可恢复的苯并噁嗪基超疏水涂层的DSC对比图。

[0029] 图4是实施例1制备得到的耐盐雾、可恢复的苯并噁嗪基超疏水涂层盐雾前的实物

图。

[0030] 图5是实施例1制备得到的耐盐雾、可恢复的苯并噁嗪基超疏水涂层盐雾10天后的

实物图。

[0031] 图6是实施例1制备得到的耐盐雾、可恢复的苯并噁嗪基超疏水涂层盐雾前的静态

水接触角。

[0032] 图7是实施例1制备得到的耐盐雾、可恢复的苯并噁嗪基超疏水涂层盐雾10天后静

态水接触角。

[0033] 图8是实施例1制备得到的耐盐雾、可恢复的苯并噁嗪基超疏水涂层盐雾10天后恢

复超疏水性的静态水接触角(即前述的将测试后的样品表面浸泡在水中，而后放入烘箱进

行热处理(温度为室温至600℃))。将图6和图7对比可以看出：本发明所述的超疏水涂层在

经盐雾处理之后，经过简单的水浸泡处理以及干燥处理，其静态水接触角即可恢复。

[0034] 图9是实施例1制备得到的耐盐雾、可恢复的苯并噁嗪基超疏水涂层盐雾前SEM图

(A)以及对比专利(专利号：201610470911X)所制备的超疏水涂层的SEM图(B)。

[0035] 图10是实施例1制备得到的耐盐雾、可恢复的苯并噁嗪基超疏水涂层盐雾前摩擦

距离所对应的接触角图以及对比专利(专利号：201610470911X)所制备的超疏水涂层摩擦

距离所对应的接触角图。

[0036] 图11是实施例1制备得到的耐盐雾、可恢复的苯并噁嗪基超疏水涂层盐雾前断面

SEM图(A)以及对比专利(专利号：201610470911X)所制备的超疏水涂层断面SEM图(B)。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本发明不限于以下实施例

[0038] 实施例1

[0039] 将5份咪唑加入到25份介孔材料SBA-15中并加入去离子水，搅拌、超声，而后放入

电鼓风干燥箱中，70℃鼓风、干燥，直至去离子水完全蒸发；将100份苯并噁嗪溶于一定量的

丙酮中，充分搅拌、超声，得到透明澄清的溶液；将混有咪唑的介孔材料加入到苯并噁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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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酮溶液中，搅拌、超声；采用喷涂的方法，立刻将超声后的分散液均匀的喷涂于马口铁片

上，将材料放入烘箱中，在120℃以下保持数小时去除溶剂，在120℃-400℃交联固化数小

时，冷却后得到超疏水表面(与水接触角170.1°)；测试摩擦后涂层的疏水性：将涂层表面放

到120目的砂纸上，在200g砝码的压力下水平匀速移动25cm，摩擦250cm后，与水的接触角值

仍为167.2°(对比专利(专利号：201610470911X)，摩擦125cm后，与水的接触角值124.3°(小

于150°))；将其放入盐雾试验箱中，按照GB/T  1771-91进行盐雾测试；经观察，涂有超疏水

涂层表面并未发现破坏现象，如生锈、腐蚀等，而空白铁片出现大量的铁锈；测量盐雾10天

后材料表面的疏水性，与水的静态接触角均值为86.3°；将其放入到去离子水中浸泡，并中

间换一次水，而后取出、晾干表面，使其没有明显水渍，并放入烘箱中，在120℃-400℃保持

数小时，取出并测量其疏水性，与水的静态接触角均值为169.6°。下面表1是根据图2提供了

实施例1和对比例的孔径等相关数据。

[0040] 表1

[0041]

  表面积(m2/g) 孔体积(cm3/g) 孔径(nm)

对比例 595.44849 0.99012 9.25386

实施例 292.71539 0.72033 7.30158

[0042] 实施例2

[0043] 将15份2-甲基咪唑加入到10份介孔材料SBA-16中并加入蒸馏水，搅拌、超声，而后

放入电鼓风干燥箱中，50℃鼓风、干燥，直至蒸馏水完全蒸发；将100份苯并噁嗪溶于一定量

的四氢呋喃中，充分搅拌、超声，得到透明澄清的溶液；将混有咪唑的介孔材料加入到苯并

噁嗪的四氢呋喃溶液中，搅拌、超声；采用喷涂的方法，立刻将超声后的分散液均匀的喷涂

于马口铁片上，将材料放入烘箱中，在120℃以下保持数小时去除溶剂，在120℃-400℃交联

固化数小时，冷却后得到超疏水表面(与水接触角169.7°)；测试摩擦后涂层的疏水性：将涂

层表面放到120目的砂纸上，在200g砝码的压力下水平匀速移动25cm，摩擦250cm后，与水的

接触角值仍为为165.2°(对比专利(专利号：201610470911X)，摩擦125cm后，与水的接触角

值118.6°(小于150°))；将其放入盐雾试验箱中，按照GB/T  1771-91进行盐雾测试；经观察，

涂有超疏水涂层表面并未发现破坏现象，如生锈、腐蚀等，而空白铁片出现大量的铁锈；测

量盐雾10天后材料表面的疏水性，与水的静态接触角均值为76.9°；将其放入到去离子水中

浸泡，并中间换一次水，而后取出、晾干表面，使其没有明显水渍，并放入烘箱中，在120℃-

400℃保持数小时，取出并测量其疏水性，与水的静态接触角均值为168.5°。

[0044] 实施例3

[0045] 将15份咪唑加入到80份介孔材料SBA-15中并加入超纯水，搅拌、超声，而后放入电

鼓风干燥箱中，60℃鼓风、干燥，直至超纯水完全蒸发；将100份苯并噁嗪溶于一定量的丙酮

中，充分搅拌、超声，得到透明澄清的溶液；将混有咪唑的介孔材料加入到苯并噁嗪的丙酮

溶液中，搅拌、超声；采用旋涂的方法，立刻将超声后的分散液均匀的旋涂于马口铁片上，将

材料放入烘箱中，在120℃以下保持数小时去除溶剂，在120℃-400℃交联固化数小时，冷却

后得到超疏水表面(与水接触角168.3°)；测试摩擦后涂层的疏水性:将涂层表面放到120目

的砂纸上，在200g砝码的压力下水平匀速移动25cm，摩擦225cm后，与水的接触角值仍为为

166.8°(对比专利(专利号：201610470911X)，摩擦125cm后，与水的接触角值120.2°(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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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将其放入盐雾试验箱中，按照GB/T  1771-91进行盐雾测试；经观察，涂有超疏水涂

层表面并未发现破坏现象，如生锈、腐蚀等，而空白铁片出现大量的铁锈；测量盐雾10天后

材料表面的疏水性，与水的静态接触角均值为80.5°；将其放入到去离子水中浸泡，并中间

换一次水，而后取出、晾干表面，使其没有明显水渍，并放入烘箱中，在120℃-400℃保持数

小时，取出并测量其疏水性，与水的静态接触角均值为168.3°。

[0046] 实施例4

[0047] 将1份1-丁基-3-甲基咪唑氯盐加入到40份介孔材料MCM-41中并加入去离子水，将

悬浮液搅拌、超声，而后放入电鼓风干燥箱中，100℃鼓风、干燥，直至去离子水完全蒸发；将

100份苯并噁嗪溶于一定量的四氢呋喃中，充分搅拌、超声，得到透明澄清的溶液；将混有咪

唑的介孔材料加入到苯并噁嗪的四氢呋喃溶液中，搅拌、超声；采用喷涂的方法，立刻将超

声后的分散液均匀的喷涂于马口铁片上，将材料放入烘箱中，在120℃以下保持数小时去除

溶剂，在120℃-400℃交联固化数小时，冷却后得到超疏水表面(与水接触角169.4°)；测试

摩擦后涂层的疏水性:将涂层表面放到120目的砂纸上，在200g砝码的压力下水平匀速移动

25cm，摩擦250cm后，与水的接触角值仍为为168.3°(对比专利(专利号：201610470911X)，摩

擦125cm后，与水的接触角值小于150°)；将其放入盐雾试验箱中，按照GB/T  1771-91进行盐

雾测试；经观察，涂有超疏水涂层表面并未发现破坏现象，如生锈、腐蚀等，而空白铁片出现

大量的铁锈；测量盐雾10天后材料表面的疏水性，与水的静态接触角均值为83.1°；将其放

入到去离子水中浸泡，并中间换一次水，而后取出、晾干表面，使其没有明显水渍，并放入烘

箱中，在120℃-400℃保持数小时，取出并测量其疏水性，与水的静态接触角均值为1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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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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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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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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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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