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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常温固化用于设备防腐

耐磨的BA耐磨材料，涉及复合材料领域，本发明

包括A组分和B组分，所述B组分重量份为A组分重

量份的10‑30％；所述的A组分的组成及重量份

为:主料65‑85份；辅料10‑15份；添加剂1‑3份；有

机硅材料0.2‑0.8份；改性热固性树脂10‑30份；

增韧剂10‑12份，助溶剂1‑2份；所述B组分为变定

剂，本发明经过实际使用和检测，耐冲蚀磨损性

能强，莫氏硬度8级，抗弯强度200MPa，抗压强度

600MPa，抗拉强度300MPa，BA耐磨材料涂层使用

寿命是高锰钢的5‑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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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常温固化用于设备防腐耐磨的BA耐磨材料，包括A组分和B组分，其特征在于：所

述B组分重量份为A组分重量份的10‑30％；所述的A组分的组成及重量份为:主料65‑85份；

辅料10‑15份；添加剂1‑3份；有机硅材料0.2‑0.8份；改性热固性树脂10‑30份；增韧剂10‑12

份，助溶剂1‑2份；所述B组分为变定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常温固化用于设备防腐耐磨的BA耐磨材料，其特征在于：

所述主料为陶瓷球、碳化硅、锆刚玉和改性电熔莫来石中的至少一种任意比例搭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常温固化用于设备防腐耐磨的BA耐磨材料，其特征在于：

所述辅料为硅灰石粉、灰钙粉、改性钛白粉、云母粉、气相二氧化硅中的至少一种任意比例

搭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常温固化用于设备防腐耐磨的BA耐磨材料，其特征在于：

所述主料的平均粒度为150‑250目。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常温固化用于设备防腐耐磨的BA耐磨材料，其特征在于：

所述改性电熔莫来石由以以下方法制备得到：将硅粉采用一步水解法得到硅溶胶，以电熔

莫来石骨料投入硅溶胶中，搅拌30min，真空抽滤干燥，得到改性电熔莫来石。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常温固化用于设备防腐耐磨的BA耐磨材料，其特征在于：

所述改性热固性树脂由以下方法制备得到：步骤1：按摩尔计，在搅拌条件下，将20份的烷氧

基硅烷、20份的去离子水及0.1份的水解催化剂加入到反应容器中，反应搅拌得到溶液A；

步骤2：按摩尔计，将25份的封端剂溶解于醇类与杂环类溶剂组成的混合溶剂中，搅拌

混合得到溶液B；

步骤3：将溶液B加入到溶液A中，蒸馏得到粗产物；

步骤5：将粗产物溶于芳香溶剂中，真空抽滤干燥得到含活性官能团的超支化硅树脂；

步骤6：按重量计，将20份热固性树脂、5份固化剂、1.5份固化催化剂混合均匀加入到步

骤5所得的含活性官能团的超支化硅树，即得到改性热固性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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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常温固化用于设备防腐耐磨的BA耐磨材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复合材料领域，具体为一种常温固化用于设备防腐耐磨的BA耐磨材

料。

背景技术

[0002] 在火力发电厂，煤炭是发电必不可少的原料，几乎每一个发电厂都有自己的输煤

系统,输煤设备摩损腐蚀现象普遍存在，如转动给煤设备的轴承、齿轮、轴瓦、刮板、叶爪，筛

分破碎设备的筛条、筛片、锤头、鳄板、衬板，皮带机的落煤管、料斗、挡板、衬板，驱动及转向

滚筒上的衬胶，犁煤器上的犁头，堆取料机的斗子和斗齿、漏斗、料仓等等。

[0003] 现有技术公开了申请号为CN200510048426.5的一种常温固化用于设备防腐耐磨

的BA耐磨材料耐磨陶瓷涂料及其制备方法，是采用电熔磨料级棕刚玉(Al2O3)为主要原料，

以高标号铝酸钙水泥(电熔925#)为结合剂，以双峰活性a‑Al2O3微粉SiO2微粉调节流动和

施工性能，加入赛隆级耐磨增强剂X‑SiC和高效复合添加剂NNO、ADS、FW10，充分起到常温状

态下固化为类似陶瓷结构的转化和利用钢纤维增强藕合效应，整体性能好，但由于有水的

存在，导致涂料收缩率较大，与基体的粘接强度较低，施工过程中需要在设备要保护部位焊

接钢筋及增强钢板网，这些都限制了该涂料的使用范围，同时降低了涂料的耐磨性能。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为了解决的问题，提供一种常温固化用于设备防腐耐磨的BA

耐磨材料。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常温固化用于设备防腐耐磨的

BA耐磨材料，包括A组分和B组分，所述B组分重量份为A组分重量份的10‑30％；所述的A组分

的组成及重量份为:主料65‑85份；辅料10‑15份；添加剂1‑3份；有机硅材料0.2‑0.8份；改性

热固性树脂10‑30份；增韧剂10‑12份，助溶剂1‑2份；所述B组分为变定剂。

[0006] 优选地，所述主料为陶瓷球、碳化硅、锆刚玉和改性电熔莫来石中的至少一种任意

比例搭配。

[0007] 通过采用以上技术方案：提高了材料的强度和使用寿命，减少复杂的修补次数、维

护周期及成本。

[0008] 优选地，所述辅料为硅灰石粉、灰钙粉、改性钛白粉、云母粉和气相二氧化硅中的

至少一种任意比例搭配。

[0009] 通过采用以上技术方案：使得材料具有绝缘性、耐高温、耐酸碱、耐腐蚀、附着力强

等特性

[0010] 优选地，所述主料的平均粒度为150‑250目。

[0011] 通过采用以上技术方案：提高了材料的细腻度，便于后期喷涂。

[0012] 优选地，所述改性电熔莫来石由以以下方法制备得到：将硅粉采用一步水解法得

到硅溶胶，以电熔莫来石骨料投入硅溶胶中，搅拌30min，真空抽滤干燥，得到改性电熔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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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0013] 通过采用以上技术方案：提高材料的耐压强度，使得材料具有更低的显气孔率和

更高的耐压强度。

[0014] 优选地，所述改性热固性树脂由以下方法制备得到：步骤1：按摩尔计，在搅拌条件

下，将20份的烷氧基硅烷、20份的去离子水及0.1份的水解催化剂加入到反应容器中，反应

搅拌得到溶液A；

[0015] 步骤2：按摩尔计，将25份的封端剂溶解于醇类与杂环类溶剂组成的混合溶剂中，

搅拌混合得到溶液B；

[0016] 步骤3：将溶液B加入到溶液A中，蒸馏得到粗产物；

[0017] 步骤5：将粗产物溶于芳香溶剂中，真空抽滤干燥得到含活性官能团的超支化硅树

脂；

[0018] 步骤6：按重量计，将20份热固性树脂、5份固化剂、1.5份固化催化剂混合均匀加入

到步骤5所得的含活性官能团的超支化硅树，即得到改性热固性树脂。

[0019] 通过采用以上技术方案：使材料在具备环氧树脂高强度、高粘结性的同时，具有良

好的柔韧性，还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1] 1、本发明通过对热固性树脂进行改性，使得涂料具有高韧性，更突出了热稳定性，

通过主料中的电熔莫来石改性，使得涂料具有更好的耐高温、抗冲刷、耐侵蚀、抗热震性能，

因此提高了零部件的整体强度；

[0022] 2、本发明经过实际使用和检测，耐冲蚀磨损性能强，莫氏硬度8级，抗弯强度

200MPa，抗压强度600MPa，抗拉强度300MPa，BA耐磨材料涂层使用寿命是高锰钢的5‑10倍。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实施例一：

[0024] 一种常温固化用于设备防腐耐磨的BA耐磨材料，包括A组分和B组分，所述B组分重

量份为A组分重量份的10％；所述的A组分的组成及重量份为:主料65份；辅料10份；添加剂1

份；有机硅材料0.2份；改性热固性树脂10份；增韧剂10份，助溶剂1份；所述B组分为变定剂。

[0025] 本发明中，所述主料为碳化硅、锆刚玉和改性电熔莫来石。

[0026] 通过采用以上技术方案：提高了材料的强度和使用寿命，减少复杂的修补次数、维

护周期及成本。

[0027] 本发明中，所述辅料为灰钙粉、改性钛白粉、云母粉和气相二氧化硅。

[0028] 通过采用以上技术方案：使得材料具有绝缘性、耐高温、耐酸碱、耐腐蚀、附着力强

等特性

[0029] 本发明中，所述主料的平均粒度为150目。

[0030] 通过采用以上技术方案：提高了材料的细腻度，便于后期喷涂。

[0031] 本发明中，所述改性电熔莫来石由以以下方法制备得到：将硅粉采用一步水解法

得到硅溶胶，以电熔莫来石骨料投入硅溶胶中，搅拌30min，真空抽滤干燥，得到改性电熔莫

来石。

[0032] 通过采用以上技术方案：提高材料的耐压强度，使得材料具有更低的显气孔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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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耐压强度。

[0033] 本发明中，所述改性热固性树脂由以下方法制备得到：步骤1：按摩尔计，在搅拌条

件下，将20份的烷氧基硅烷、20份的去离子水及0.1份的水解催化剂加入到反应容器中，反

应搅拌得到溶液A；

[0034] 步骤2：按摩尔计，将25份的封端剂溶解于醇类与杂环类溶剂组成的混合溶剂中，

搅拌混合得到溶液B；

[0035] 步骤3：将溶液B加入到溶液A中，蒸馏得到粗产物；

[0036] 步骤5：将粗产物溶于芳香溶剂中，真空抽滤干燥得到含活性官能团的超支化硅树

脂；

[0037] 步骤6：按重量计，将20份热固性树脂、5份固化剂、1.5份固化催化剂混合均匀加入

到步骤5所得的含活性官能团的超支化硅树，即得到改性热固性树脂。

[0038] 通过采用以上技术方案：使材料在具备环氧树脂高强度、高粘结性的同时，具有良

好的柔韧性，还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

[0039] 实施例2：

[0040] 一种常温固化用于设备防腐耐磨的BA耐磨材料，包括A组分和B组分，所述B组分重

量份为A组分重量份的20％；所述的A组分的组成及重量份为:主料75份；辅料12份；添加剂2

份；有机硅材料0.5份；改性热固性树脂20份；增韧剂11份，助溶剂1.5份；所述B组分为变定

剂。

[0041] 本发明中，所述主料为陶瓷球、锆刚玉和改性电熔莫来石。

[0042] 通过采用以上技术方案：提高了材料的强度和使用寿命，减少复杂的修补次数、维

护周期及成本。

[0043] 本发明中，所述辅料为硅灰石粉、灰钙粉、云母粉和气相二氧化硅。

[0044] 通过采用以上技术方案：使得材料具有绝缘性、耐高温、耐酸碱、耐腐蚀、附着力强

等特性

[0045] 本发明中，所述主料的平均粒度为150目。

[0046] 通过采用以上技术方案：提高了材料的细腻度，便于后期喷涂。

[0047] 本发明中，所述改性电熔莫来石由以以下方法制备得到：将硅粉采用一步水解法

得到硅溶胶，以电熔莫来石骨料投入硅溶胶中，搅拌30min，真空抽滤干燥，得到改性电熔莫

来石。

[0048] 通过采用以上技术方案：提高材料的耐压强度，使得材料具有更低的显气孔率和

更高的耐压强度。

[0049] 本发明中，所述改性热固性树脂由以下方法制备得到：步骤1：按摩尔计，在搅拌条

件下，将20份的烷氧基硅烷、20份的去离子水及0.1份的水解催化剂加入到反应容器中，反

应搅拌得到溶液A；

[0050] 步骤2：按摩尔计，将25份的封端剂溶解于醇类与杂环类溶剂组成的混合溶剂中，

搅拌混合得到溶液B；

[0051] 步骤3：将溶液B加入到溶液A中，蒸馏得到粗产物；

[0052] 步骤5：将粗产物溶于芳香溶剂中，真空抽滤干燥得到含活性官能团的超支化硅树

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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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步骤6：按重量计，将20份热固性树脂、5份固化剂、1.5份固化催化剂混合均匀加入

到步骤5所得的含活性官能团的超支化硅树，即得到改性热固性树脂。

[0054] 通过采用以上技术方案：使材料在具备环氧树脂高强度、高粘结性的同时，具有良

好的柔韧性，还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

[0055] 实施例3：

[0056] 一种常温固化用于设备防腐耐磨的BA耐磨材料，包括A组分和B组分，所述B组分重

量份为A组分重量份的30％；所述的A组分的组成及重量份为:主料85份；辅料15份；添加剂3

份；有机硅材料0.8份；改性热固性树脂30份；增韧剂12份，助溶剂2份；所述B组分为变定剂。

[0057] 本发明中，所述主料为陶瓷球、碳化硅和改性电熔莫来石。

[0058] 通过采用以上技术方案：提高了材料的强度和使用寿命，减少复杂的修补次数、维

护周期及成本。

[0059] 本发明中，所述辅料为硅灰石粉、灰钙粉、改性钛白粉和母粉。

[0060] 通过采用以上技术方案：使得材料具有绝缘性、耐高温、耐酸碱、耐腐蚀、附着力强

等特性

[0061] 本发明中，所述主料的平均粒度为150目。

[0062] 通过采用以上技术方案：提高了材料的细腻度，便于后期喷涂。

[0063] 本发明中，所述改性电熔莫来石由以以下方法制备得到：将硅粉采用一步水解法

得到硅溶胶，以电熔莫来石骨料投入硅溶胶中，搅拌30min，真空抽滤干燥，得到改性电熔莫

来石。

[0064] 通过采用以上技术方案：提高材料的耐压强度，使得材料具有更低的显气孔率和

更高的耐压强度。

[0065] 本发明中，所述改性热固性树脂由以下方法制备得到：步骤1：按摩尔计，在搅拌条

件下，将20份的烷氧基硅烷、20份的去离子水及0.1份的水解催化剂加入到反应容器中，反

应搅拌得到溶液A；

[0066] 步骤2：按摩尔计，将25份的封端剂溶解于醇类与杂环类溶剂组成的混合溶剂中，

搅拌混合得到溶液B；

[0067] 步骤3：将溶液B加入到溶液A中，蒸馏得到粗产物；

[0068] 步骤5：将粗产物溶于芳香溶剂中，真空抽滤干燥得到含活性官能团的超支化硅树

脂；

[0069] 步骤6：按重量计，将20份热固性树脂、5份固化剂、1.5份固化催化剂混合均匀加入

到步骤5所得的含活性官能团的超支化硅树，即得到改性热固性树脂。

[0070] 通过采用以上技术方案：使材料在具备环氧树脂高强度、高粘结性的同时，具有良

好的柔韧性，还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

[0071]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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