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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制备方法及应

用和防腐粉末涂料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制

备方法，步骤如下：在三口烧瓶中加入0.1-2重量

份石墨烯和15-30重量份乙醇，超声震荡5分钟后

加入150-200重量份环氧树脂，边机械搅拌边升

温至75-78℃，将乙醇蒸馏回收；乙醇蒸馏完毕后

继续升温至120±2℃，加入115-280重量份双酚A

和季铵盐类催化剂，在150-160℃反应1.5-2小时

后，继续加入90-180重量份双酚A和催化剂，再在

150-160℃反应2小时后将反应产物倒出三口烧

瓶，冷却，即得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本发明方法

制备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生产过程简单，成本

低廉，不产生三废，符合国家环保要求，利于实现

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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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如下：

在三口烧瓶中加入0.1-2重量份石墨烯和15-30重量份乙醇，超声震荡5分钟后加入

150-200重量份环氧树脂，边机械搅拌边升温至75-78℃，将乙醇蒸馏回收；乙醇蒸馏完毕后

继续升温至120±2℃，加入115-280重量份双酚A和季铵盐类催化剂，在150-160℃反应1.5-

2小时后，继续加入90-180重量份双酚A和催化剂，再在150-160℃反应2小时后将反应产物

倒出三口烧瓶，冷却，即得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环氧树脂

为E-44型环氧树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季铵盐类

催化剂添加的重量份数为0.08-0.35份；

或者，所述催化剂添加的重量份数为0.05-0.15份。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任一项所述的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数均相对分子质量为1900-5400，羟值为0.27-0.50eq/100g。

5.利用如权利要求1至4任一项所述的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制备方法制得的低温韧

性酚类固化剂的防腐粉末涂料，其特征在于：其组成成分及其重量份数如下：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利用所述的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制备方法制得的低温韧性酚

类固化剂的防腐粉末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环氧树脂为双酚A型环氧树脂，环氧当量850-

1100g/eq。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利用所述的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制备方法制得的低温韧性酚

类固化剂的防腐粉末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颜填料由超细硫酸钡、金红石型钛白粉和无机

颜料组成。

8.根据权利要求5至7任一项所述利用所述的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制备方法制得的

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防腐粉末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助剂为流平剂、抗干扰剂和脱气剂

的混合物。

9.如权利要求1至4任一项所述的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制备方法制得的低温韧性酚

类固化剂在防腐粉末涂料中的应用。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制备方法制得的低温韧性酚类固化

剂在防腐粉末涂料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能够显著提高防腐粉

末涂料的低温柔韧性和耐腐蚀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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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制备方法及应用和防腐粉末涂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涂料技术领域，涉及防腐粉末涂料，尤其是一种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

的制备方法及应用和防腐粉末涂料。

背景技术

[0002] 防腐粉末涂料是一种固体分100％的粉末态涂料，不含溶剂和有毒挥发性物质，是

一种节能环保、性能优良的涂料。所形成的涂层致密性、附着力、抗冲击强度和韧性均较好，

边角覆盖率高，耐化学药品腐蚀性优良。防腐粉末涂料可用于钢构、管道、阀门、钢筋等各种

基材的涂装。但是，由于某些基材的施工和使用环境影响，要求粉末涂料涂层具有较高的低

温柔韧性，常用的粉末涂料涂层则难以满足要求。

[0003] 通过检索，专利公开文献CN  201310019460.4公开了一种低温韧性钢筋防腐粉末

涂料及其制备方法，它是采用橡胶增韧改性环氧树脂提高粉末涂料涂层的韧性。

[0004] 通过对比，本发明专利申请与上述专利公开文献存在本质的不同。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制备

方法及应用和防腐粉末涂料，该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主要应用于防腐粉末涂料，可显著提

高防腐粉末涂料的低温柔韧性和耐腐蚀性能，成本低但性能优异，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0008] 在三口烧瓶中加入0.1-2重量份石墨烯和15-30重量份乙醇，超声震荡5分钟后加

入150-200重量份环氧树脂，边机械搅拌边升温至75-78℃，将乙醇蒸馏回收；乙醇蒸馏完毕

后继续升温至120±2℃，加入115-280重量份双酚A和季铵盐类催化剂，在150-160℃反应

1.5-2小时后，继续加入90-180重量份双酚A和催化剂，再在150-160℃反应2小时后将反应

产物倒出三口烧瓶，冷却，即得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

[0009] 而且，所述环氧树脂为E-44型环氧树脂。

[0010] 而且，所述季铵盐类催化剂添加的重量份数为0.08-0.35份；

[0011] 或者，所述催化剂添加的重量份数为0.05-0.15份。

[0012] 而且，所述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数均相对分子质量为1900-5400，羟值为0.27-

0.50eq/100g。

[0013] 利用如上所述的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制备方法制得的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

防腐粉末涂料，其组成成分及其重量份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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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0015] 而且，所述环氧树脂为双酚A型环氧树脂，环氧当量850-1100g/eq。

[0016] 而且，所述颜填料由超细硫酸钡、金红石型钛白粉和无机颜料组成。

[0017] 而且，所述助剂为流平剂、抗干扰剂和脱气剂的混合物。

[0018] 如上所述的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制备方法制得的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在防腐

粉末涂料中的应用。

[0019] 而且，所述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能够显著提高防腐粉末涂料的低温柔韧性和耐腐

蚀性能。

[0020] 本发明取得的优点和积极效果为：

[0021] 1、本发明方法制备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生产过程简单，成本低廉，不产生三废，

符合国家环保要求，利于实现工业化。

[0022] 2、本发明方法制得的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主要应用于防腐粉末涂料，可显著提高

防腐粉末涂料的低温柔韧性、耐水性、耐酸碱性等耐腐蚀性能，涂装防腐涂层的管件在-20

℃保持30分钟后压槽无裂纹；成本低但性能优异，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0023] 3、本发明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石墨烯用量极小，对固化剂和粉末涂料的成本增

加也很小，但对于防腐粉末涂料的性能提升很大，具有很强的工业应用价值。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利用本发明方法制得的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对防腐粉末涂料低温柔韧性提

高的对比图；

[0025] 图2为利用本发明方法制得的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对防腐粉末涂料耐水煮性提高

对比的扫描电镜图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详细叙述本发明的实施例，需要说明的是，本实施例是叙述性的，不是限定性

的，不能以此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7] 本发明中所使用的原料，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的市售产品；本发明中所使用的

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本领域的常规方法。

[0028] 实施例1

[0029] 一种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0030] 在三口烧瓶中加入0.6重量份石墨烯和15重量份乙醇，超声震荡5分钟后加入160

重量份E-44型环氧树脂，边机械搅拌边升温至(75-78)℃，将乙醇蒸馏回收。乙醇蒸馏完毕

后继续升温至(120±2)℃，加入210重量份双酚A和适量季铵盐类催化剂，在(150-160)℃反

应1.5小时后，继续加入90重量份双酚A和催化剂，再在(150-160)℃反应2小时后将反应产

物倒出三口烧瓶，冷却即得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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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实施例2

[0032] 一种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0033] 在三口烧瓶中加入1重量份石墨烯和20重量份乙醇，超声震荡5分钟后加入180重

量份E-44型环氧树脂，边机械搅拌边升温至(75-78)℃，将乙醇蒸馏回收。乙醇蒸馏完毕后

继续升温至(120±2)℃，加入175重量份双酚A和适量季铵盐类催化剂，在(150-160)℃反应

2小时后，继续加入110重量份双酚A和催化剂，再在(150-160)℃反应2小时后将反应产物倒

出三口烧瓶，冷却即得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

[0034] 较优地，所述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数均相对分子质量为1900-5400，羟值为

0.27-0.50eq/100g。

[0035] 利用如上所述的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制备方法制得的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

防腐粉末涂料，其组成成分及其重量份数如下：

[0036]

[0037] 较优地，所述环氧树脂为双酚A型环氧树脂，环氧当量850-1100g/eq。

[0038] 较优地，所述颜填料由超细硫酸钡、金红石型钛白粉和无机颜料组成。

[0039] 较优地，所述其它助剂为流平剂、抗干扰剂和脱气剂的混合物。

[0040] 实施例3

[0041] 一种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0042] 在三口烧瓶中加入0.1-2重量份石墨烯和15-30重量份乙醇，超声震荡5分钟后加

入150-200重量份环氧树脂，边机械搅拌边升温至75-78℃，将乙醇蒸馏回收；乙醇蒸馏完毕

后继续升温至120±2℃，加入115-280重量份双酚A和季铵盐类催化剂，在150-160℃反应

1.5-2小时后，继续加入90-180重量份双酚A和催化剂，再在150-160℃反应2小时后将反应

产物倒出三口烧瓶，冷却，即得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

[0043] 较优地，所述环氧树脂为E-44型环氧树脂。

[0044] 较优地，所述季铵盐类催化剂添加的重量份数为0.08-0.35份；

[0045] 或者，所述催化剂添加的重量份数为0.05-0.15份。

[0046] 较优地，所述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数均相对分子质量为1900-5400，羟值为

0.27-0.50eq/100g。

[0047] 利用如上所述的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制备方法制得的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

防腐粉末涂料，其组成成分及其重量份数如下：

[0048]

[0049] 较优地，所述环氧树脂为双酚A型环氧树脂，环氧当量850-1100g/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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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较优地，所述颜填料由超细硫酸钡、金红石型钛白粉和无机颜料组成。

[0051] 较优地，所述助剂为流平剂、抗干扰剂和脱气剂的混合物。

[0052] 本发明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制备方法制得的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在防腐粉末

涂料中的应用。

[0053] 较优地，所述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能够显著提高防腐粉末涂料的低温柔韧性和耐

腐蚀性能。

[0054] 本发明的相关检测结果：

[0055] 按照GB/T  23257-2017测试利用本发明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制备方法制得的低

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防腐粉末涂料的样品，结果如下表：

[0056]

测试项目 本发明防腐粉末涂料 对比实验

附着力 1级 1级

阴极剥离(65℃，48h) ≤2 4

阴极剥离(65℃，30d) ≤8 ≤13

抗弯曲(-20℃，2.5°) 无裂纹 无裂纹

耐水煮(95℃，24h) 不起泡，不可撬剥 起泡，不可撬剥

耐低温压槽性(-20℃/30min) 无裂纹 碎裂

[0057] 本发明防腐粉末涂料的管件压槽结果和对比实验的压槽结果如图1所示，耐水煮

实验后涂层外表面的扫描电镜测试结果如图2所示。

[0058] 如表中结果所示，本发明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可大大提高防腐粉末涂料涂层的抗

阴极剥离性、耐水煮性和耐低温压槽性，如图1所示，本发明低温韧性固化剂的粉末涂料在-

20℃冷冻30min后压槽，涂膜保持完好；而对比实验的粉末涂料涂层则出现碎裂，说明本发

明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的粉末涂料具有优异的低温韧性。如图2所示，本发明低温韧性酚类

固化剂的粉末涂料涂层水煮后依然保持完好，而对比实验的涂层水煮后涂层表面出现很多

漏洞，即涂层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因此本发明低温韧性酚类固化剂可大大提高防腐粉

末涂料的耐水煮性能，使防腐粉末涂料涂层具有优异的低温韧性和耐腐蚀性。

[0059] 尽管为说明目的公开了本发明的实施例，但是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在不

脱离本发明及所附权利要求的精神和范围内，各种替换、变化和修改都是可能的，因此，本

发明的范围不局限于实施例和附图所公开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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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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