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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到一种有机硅乳液的制备方法，

有机硅乳液包括有机硅聚合物、聚醚改性聚硅氧

烷混合物、表面活性剂和水。用至少三种“同一结

构、不同分子量”的几种聚醚分别改性“同一结

构、同一粘度、同样含氢量”的聚硅氧烷，将得到

的改性聚硅氧烷混合后就得到聚醚改性聚硅氧

烷混合物，用这种混合物去乳化分散有机硅聚合

物能大大提高乳液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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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高有机硅乳液稳定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有机硅乳液包括：（A）有机

硅聚合物、（B）聚醚改性聚硅氧烷混合物、（C）表面活性剂和（D）水；

A、有机硅聚合物，所述的有机硅聚合物是聚有机硅氧烷及其组合物中的一种或以任意

比例的混合物，用量为质量份数100份；

B、聚醚改性聚硅氧烷混合物，所述的聚醚改性聚硅氧烷混合物，是由至少三种“结构相

同、分子量不同”的丙烯醇聚醚分别与同种含氢聚硅氧烷反应的产物所组成；以所述的有机

硅聚合物的质量份数为100份，则聚醚改性聚硅氧烷混合物的质量份数为5~50份；

C、表面活性剂，所述的表面活性剂包括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和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以所

述的有机硅聚合物的质量份数为100份，则不同种表面活性剂的总质量份数为3～20份；

D、水，所述的水是乳液的连续相，包括自来水、工艺水、纯净水；水的用量可以根据最终

产品的固含量来决定；

所述的有机硅乳液的制备方法如下：

室温条件下，将多种聚醚改性聚硅氧烷加入到容器中混合10~60min，然后向其中加入

有机硅聚合物温度升高到40~100℃，在转速800~3000rpm混合10~60min，使得有机硅聚合物

与聚醚改性聚硅氧烷充分混合均匀，然后再向其中加入表面活性剂混合10~30min，；然后，

在800~3000rpm的转速下缓慢地向容器中加水至转相，得到的乳液浓度为20-60%，优选30-

50%；最后用水稀释到所需要的浓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有机硅乳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聚有机硅氧烷的结

构通式如下：

（R1Me2SiO1/2)a(Me2SiO2/2)b(RMeSiO2/2)c(MeSiO3/2)d(SiO4/2)e     （Ⅰ）

式（Ⅰ）中，Me为甲基；a，b，c，d和e分别是上式五个链节的聚合度，其取值决定了聚有机

硅氧烷的粘度，粘度取值为0.65~1,000,000mPa·s；

R和R1为相同或不同取代基，这些取代基选自：

(1)  碳原子数为1~30的烷基，包括甲基、乙基、正丙基、异丙基、丁基、戊基、己基、辛基、

癸基、十二碳烷基、十四碳烷基、十六碳烷基、十八碳烷基、二十碳烷基、二十二碳烷基、二十

四碳烷基、二十六碳烷基、二十八碳烷基、三十碳烷基；

(2) 芳基，包括α-甲基苯乙基和苯乙基；

(3)  烯烃，包括碳原子数为2~20的α-烯烃，如乙烯、丙烯、α-丁烯、α-己烯、α-辛烯、α-癸

烯、α-十二烯、α-十四烯、α-十六烯、α-十八烯、α-二十烯、α-二十二烯、α-二十四烯、α-二十

六烯、α-二十八烯、α-三十烯；

(4) 羟基；

(5)  氨基以及取代氨基；

(6) 氢原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有机硅乳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聚有机硅氧

烷组合物是指聚有机硅氧烷与无机粒子，包括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铝、氧化镁、硅树脂在催

化剂作用下的反应产物。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有机硅乳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聚醚改性聚

硅氧烷结构通式如下：

（GMe2SiO1/2)f(Me2SiO2/2)g(GMeSiO2/2)h(MeSiO3/2)i(SiO4/2)j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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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Ⅱ）中，G为烯丙醇聚醚，结构通式为—C3H6O(EO)x(PO)yR2，其中下标x和y分别为EO和

PO的平均聚合度，取值为0.1~80；R
2为封端基团，包括甲基或异丁基；

式（Ⅱ）中，Me为甲基；下标f，g，h，i和j分别是式（Ⅱ）五个链节的聚合度，其取值决定了

聚有机硅氧烷的粘度和结构。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提高有机硅乳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聚醚改性聚

硅氧烷混合物中的含氢聚硅氧烷包括线性、支链、环状或空间结构的。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提高有机硅乳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聚醚改性聚

硅氧烷混合物中的含氢聚硅氧烷25℃时动力粘度为10~3000mPa·s。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提高有机硅乳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聚醚改性聚

硅氧烷混合物中所用的丙烯醇聚醚的分子量区间为：（200~600]、(601~1000]、(1001~
1500]、(1501~2000]、(2001~3000]、(3001~5000]。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有机硅乳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有机硅聚合

物为质量份数100份的话，聚醚改性聚硅氧烷混合物的质量份数优选为10~30份。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有机硅乳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表面活性剂

优选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使用的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为一种或多种的混合物，优选多种混合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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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有机硅乳液稳定性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提高有机硅乳液稳定性的方法，更准确地说本发明涉及到一种提

高有机硅组合物乳状分散液稳定性的方法，它涉及精细化学品添加剂的制备，隶属于精细

化工制剂技术领域。

[0002]

背景技术

[0003] 有机硅乳液有着很广的应用范围，用作纺织后整理剂、织物柔软剂、抗汗剂、消泡

剂、脱模剂、防水剂等等，这些产品都是基本以国外的产品为主，国内的企业有一大部分都

在模仿和改进，但是性能始终比国外的差一些，分析其根本原因是这些乳液在储存或使用

时不稳定。比如，对于消泡剂而言，国内的消泡剂表现的是消泡速度快，国外的消泡剂表现

出抑泡功能强和相容性好，这也是因为消泡微粒在工作液中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良好的粒

径分布，这样就不容易聚集和析出，因此就表现出优异的性能。因此，乳液的稳定性对于乳

液能充分发挥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004] 乳液的类型主要有两种，油包水型（W/O）和水包油型（O/W），有机硅乳液主要是后

者。O/W型有机硅乳液的制备不外乎以下两种方法制备，第一种是通过乳液聚合的方法形成

的，将有机硅单体在催化剂、引发剂、表面活性剂等作用下聚合而成，如羟基硅油乳液；第二

种是通过机械的方法制备，将制备乳液的各种组分，包括油相组分、乳化剂、水、稳定剂等

等，通过加热搅拌、机械剪切、胶体磨、均质机等方式分散制得，事实上有很多乳液采用的机

械方法制备的，如何提高乳液的稳定性是很多学者和科研人员都在致力研究的。

[0005] US4853474通过交联的硅聚醚来提高乳液的耐低温性能，但是这种方法难以控制

硅聚醚自身的交联程度，因此，乳液的稳定性很难保证一致性；US5451692介绍的烷基硅聚

醚在油包水型乳液制备中的应用，通过烷基的引入，提高了与油相组分之间的相容性。

CN200810019295.1采用的是高粘度乳化剂和低粘度乳化剂复配的方法来制备乳液的，试图

将高粘度的有机硅组合物分散于水中得到乳液；CN201010584419.8是借助于各种不同的设

备的强烈剪切来制备乳液；EP-A-163541在研究消泡剂时介绍高粘度的聚硅氧烷的乳液制

备比较困难，需要很高的成本，而且效果不佳。

[0006] 一般地，选择乳化剂的基本原则是不同乳化剂的HLB（亲水-亲油平衡值）至少相差

6被认为是理想的选择，例如乳化有机硅聚合物是普遍采用的聚醚改性硅油来乳化，而且是

一个亲水的聚醚硅油和一个亲油的聚醚硅油搭配使用，这种方法是能将有机硅聚合物乳化

在水中，特别是粘度中等的硅油，但是乳化效率不是很高，原因就在于：从微观角度的看存

在于水中的油滴表面的乳化剂之间很容易分离，乳液和油滴也容易分离，最终导致乳液油

滴逐步变大，甚至破乳。

[0007] 本发明人通过大量的实验发现选择乳化剂时，如果采用同一种含氢聚硅氧烷，分

别与至少三种“结构相同、分子量不同”的烯丙醇聚醚反应得到聚醚改性聚硅氧烷，将这三

种聚醚改性聚硅氧烷混合后去乳化有机硅聚合物，乳化剂的用量会大幅降低，而且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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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液也稳定。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是披露一种提高有机硅乳液稳定性的方法，解决有机硅乳液在储存

和使用中不稳定的问题。

[0009] 所述的有机硅乳液包括：（A）有机硅聚合物、（B）聚醚改性聚硅氧烷混合物、（C）表

面活性剂和（D）水。

[0010] 、有机硅聚合物

所述的有机硅聚合物包括聚有机硅氧烷及其组合物。

[0011] 聚有机硅氧烷的结构通式如下：

（R1Me2SiO1/2)a(Me2SiO2/2)b(RMeSiO2/2)c(MeSiO3/2)d(SiO4/2)e        （Ⅰ）

式（Ⅰ）中，Me为甲基；a，b，c，d和e分别是上式五个链节的聚合度，其取值决定了聚有机

硅氧烷的粘度，粘度取值为0.65~1,000,000mPa·s。

[0012] R和R1为相同或不同取代基，这些取代基选自：

（1）碳原子数为1~30的烷基，包括甲基、乙基、正丙基、异丙基、丁基、戊基、己基、辛基、

癸基、十二碳烷基、十四碳烷基、十六碳烷基、十八碳烷基、二十碳烷基、二十二碳烷基、二十

四碳烷基、二十六碳烷基、二十八碳烷基、三十碳烷基；

（2）芳基，包括α-甲基苯乙基和苯乙基；

（3）烯烃，包括碳原子数为2~20的α-烯烃，如乙烯、丙烯、α-丁烯、α-己烯、α-辛烯、α-癸

烯、α-十二烯、α-十四烯、α-十六烯、α-十八烯、α-二十烯、α-二十二烯、α-二十四烯、α-二十

六烯、α-二十八烯、α-三十烯；

（4）羟基；

（5）氨基以及取代氨基；

（6）氢原子。

[0013] 所述的聚有机硅氧烷组合物是指聚有机硅氧烷与无机粒子，包括二氧化硅、三氧

化二铝、氧化镁、硅树脂在催化剂作用下的反应产物。这个在一般性的技术资料上都可以查

询到。

[0014] 所述的有机硅聚合物是聚有机硅氧烷及其组合物中的一种或以任意比例的混合

物，用量为质量份数100份。

[0015] B、聚醚改性聚硅氧烷混合物

所述的聚醚改性聚硅氧烷结构通式如下：

（GMe2SiO1/2)f(Me2SiO2/2)g(GMeSiO2/2)h(MeSiO3/2)i(SiO4/2)j      （Ⅱ）

式（Ⅱ）中，G为烯丙醇聚醚，结构通式为—C3H6O(EO)x(PO)yR2，其中下标x和y分别为EO

和PO的平均聚合度，取值为0.1~80；R
2为封端基团，包括甲基或异丁基；

式（Ⅱ）中，Me为甲基；下标f，g，h，i和j分别是式（Ⅱ）五个链节的聚合度，其取值决定了

聚有机硅氧烷的粘度和结构。

[0016] 所述的聚醚改性聚硅氧烷混合物，是由至少三种“结构相同、分子量不同”的同类

丙烯醇聚醚分别与同种含氢聚硅氧烷反应的产物所组成。

[0017] 所述的含氢聚硅氧烷的25℃时动力粘度为10~3000mPa·s；含氢聚硅氧烷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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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线性、支链、环状或空间结构的。

[0018] 所述的合成聚醚改性聚硅氧烷所用的丙烯醇聚醚的分子量区间为：（200~600]、

(601~1000]、(1001~1500]、(1501~2000]、(2001~3000]、(3001~5000]。

[0019] 聚醚改性聚硅氧烷的的合成工艺是在一般专业技术资料上都能查询到的，  在氯

铂酸的催化作用下发生的硅氢加成反应或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发生脱氢反应。

[0020] 聚醚改性聚硅氧烷混合物是将聚醚改性不同含氢量的聚硅氧烷在室温条件下，按

照实验比例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即可。

[0021] 以所述的有机硅聚合物的质量份数为100份，则聚醚改性聚硅氧烷混合物的质量

份数为5~50份，优选10~30份。

[0022] C、表面活性剂

所述的表面活性剂包括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和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0023] 所述的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的例子是壬基酚聚氧乙烯醚、辛基酚聚氧乙烯醚、月桂

酸聚氧乙烯醚、油酸聚氧乙烯醚、月桂醇聚氧乙烯醚、十六醇聚氧乙烯醚、十八醇聚氧乙烯

醚、失水山梨醇单月桂酸酯、失水山梨醇单棕榈酸酯、失水山梨醇单硬脂酸酯、失水山梨醇

单油酸酯、失水山梨醇三硬脂酸酯、失水山梨醇三油酸酯、聚氧乙烯失水山梨醇单月桂酸

酯、聚氧乙烯失水山梨醇单棕榈酸酯、聚氧乙烯失水山梨醇单硬脂酸酯、聚氧乙烯失水山梨

醇单油酸酯、聚氧乙烯失水山梨醇三硬脂酸酯、聚氧乙烯失水山梨醇三油酸酯、长链脂肪醇

聚氧乙烯醚以及诸如此类。

[0024] 所述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例子为壬基酚聚氧乙烯醚硫酸盐、辛基酚聚氧乙烯醚

硫酸盐、烷基磷酸盐以及诸如此类的表面活性剂。

[0025] 优选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使用的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为一种或多种的混合物，优选

多种混合物。

[0026] 以所述的有机硅聚合物的质量份数为100份，则不同种表面活性剂的总质量份数

为3～20份。

[0027] D、水

所述的水是乳液的连续相，包括自来水、工艺水、纯净水。

[0028] 水的用量可以根据最终产品的固含量来决定。

[0029] 一般地根据对乳液粘度的要求，可加入增稠剂，增稠剂包括聚丙烯酰胺、聚丙烯

醇、卡波姆、汉生胶、聚丙烯酸酯、纤维素醚类，增稠剂的加量根据乳液的粘度调整。长期储

存时需要加入杀菌剂和防腐剂,  如卡松、BIT、山梨酸钾等。

[0030] 本发明制备有机硅乳液的方法如下：

室温条件下，将多种聚醚改性聚硅氧烷加入到容器中混合10~60min，然后向其中加入

有机硅聚合物温度升高到40~100℃，在转速800~3000rpm混合10~60min，使得有机硅聚合物

与聚醚改性聚硅氧烷充分混合均匀，然后再向其中加入表面活性剂混合10~30min，；然后，

在800~3000rpm的转速下缓慢地向容器中加水至转相，得到的乳液浓度为20-60%，优选30-

50%；最后用水稀释到所需要的浓度。

[0031]

具体实施方式

说　明　书 3/8 页

6

CN 109180959 A

6



[0032] 本发明专利的有机硅聚合物OSP（Organic-Silicone  Polymer）包括聚有机硅氧烷

及其组合物两大类，实施举例中的有机硅聚合物如下：

OSP-1：聚二甲基硅氧烷，粘度350mPa·s；

OSP-2：端羟基聚二甲基硅氧烷，粘度600,000mPa·s；

OSP-3：α-十二烯改性的聚二甲基硅氧烷；

OSP-4：侧含氢聚硅氧烷（粘度为30mPa·s，含氢量为0.32%）与端乙烯基聚二甲基硅氧

烷（粘度为20,000mPa·s）在氯铂酸作用下的反应产物（粘度为300,000mPa·s）；

OSP-5：根据WO2018024859A1的例2制备的聚有机硅氧烷组合物；

OSP-6：由500,000mPa·s硅橡胶和白炭黑以及交联剂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形成的聚有机

硅氧烷组合物，组合物的粘度为8,000,000mPa·s。

[0033] 本专利涉及到的是同种聚醚改性聚硅氧烷，可能是一种聚醚，也可能是两种或多

种聚醚的混合物，任何变换聚醚的分子量、种类、结构都属于本专利的等价变换。

[0034] 对比例1：

用粘度为100mPa·s、含氢量为0.18%的侧链含氢聚硅氧烷（硅氢键在主链的侧边），分

别与如下结构的烯丙醇聚醚反应：

①：EO%  =  40%、PO%  =  60%，羟基封端，平均分子量为500；

②：EO%  =  100%、甲基封端，平均分子量为800；

得到两种聚醚改性聚硅氧烷：PMS-1和PMS-2。

[0035] 室温条件下，将4份PMS-1、6份PMS-2加入到容器中混合10min，然后向其中加入100

份有机硅聚合物OSP-1温度升高到45℃，在转速850rpm混合10min，使得有机硅聚合物与聚

醚改性聚硅氧烷充分混合均匀，

然后再向其中加入2份NP-4和3份NP-10混合10min；然后在550rpm的转速下缓慢地向容

器中加345份水至转相，得到的乳液浓度为25%；最后用水稀释到所需要的浓度，并用汉生胶

增稠剂调节乳液的粘度至2000mPa·s，此时得到乳液CE1。

[0036] 对比例2：

用粘度为100mPa·s、含氢量为0.18%的含氢聚硅氧烷（硅氢键在主链的侧边），分别与

如下结构的烯丙醇聚醚反应：

EO%  =55%、PO%  =  45  %，羟基封端，平均分子量为1500；

得到聚醚改性聚硅氧烷PMS-1。

[0037] 室温条件下，将PMS-1加入到容器中混合10min，然后向其中加入100份有机硅聚合

物OSP-1温度升高到45℃，在转速850rpm混合10min，使得有机硅聚合物与聚醚改性聚硅氧

烷充分混合均匀，

然后再向其中加入2份NP-4和3份NP-10混合10min，；然后，在550rpm的转速下缓慢地向

容器中加水至转相，得到的乳液浓度为25%；最后用水稀释到所需要的浓度，并用汉生胶增

稠剂调节乳液的粘度至2000mPa·s，此时得到乳液CE2。

[0038] 对比例3：

按照CN201110178485.X中例1的方法制备，最后稀释到固含量20%，调节乳液的粘度为

2000mPa·s，此时得到乳液CE3。

[0039]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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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粘度为20mPa·s、含氢量为0.13%的侧链含氢聚硅氧烷（硅氢键在主链的侧边），分别

与如下结构的烯丙醇聚醚反应：

①：EO%  =  40%、PO%  =  60%，羟基封端，平均分子量为500；

②：EO%  =  40%、PO%  =  60%，羟基封端，平均分子量为800；

③：EO%  =  40%、PO%  =  60%，羟基封端，平均分子量为1600；

得到三种聚醚改性聚硅氧烷：PMS-1、PMS-2和PMS-3。

[0040] 室温条件下，将PMS-1、PMS-2和PMS-3加入到容器中混合10min，然后向其中加入

100份有机硅聚合物OSP-1温度升高到45℃，在转速850rpm混合10min，使得有机硅聚合物与

聚醚改性聚硅氧烷充分混合均匀；

然后再向其中加入NP-4和3份NP-10混合10min，；然后，在550rpm的转速下缓慢地向容

器中加水至转相，得到的乳液浓度为25%；最后用水稀释到所需要的浓度。并用汉生胶增稠

剂调节乳液的粘度至2000mPa·s，此时得到乳液E1。

[0041] 实施例2：

用粘度为2600mPa·s、含氢量为0.108%的侧链含氢聚硅氧烷（硅氢键在主链的侧边），

分别与如下结构的烯丙醇聚醚反应：

①：PO%  =  100%，羟基封端，平均分子量为300；

②：PO%  =  100%，羟基封端，平均分子量为610；

③：PO%  =  100%，羟基封端，平均分子量为1100；

④：PO%  =  100%，羟基封端，平均分子量为4500；

得到四种聚醚改性聚硅氧烷：PMS-1、PMS-2、PMS-3和PMS-4。

[0042] 室温条件下，将8份PMS-1、6份PMS-2、4份PMS-3和2份PMS-4加入到容器中混合

60min，然后向其中加入100份有机硅聚合物OSP-4温度升高到90℃，在转速1500rpm混合

60min，使得有机硅聚合物与聚醚改性聚硅氧烷充分混合均匀；

然后再向其中加入2份1303和3份1307混合30min，；然后，在3000rpm的转速下缓慢地向

容器中加125份水至转相，得到的乳液浓度为50%；最后用水稀释到所需要的浓度为20%。并

用丙烯酸增稠剂调节乳液的粘度至2000mPa·s，此时得到乳液E2。

[0043] 实施例3：

用粘度为1000mPa·s、含氢量为0.23%的侧链含氢聚硅氧烷（硅氢键在主链的侧边和两

端），分别与如下结构的烯丙醇聚醚反应：

①：EO%  =  100%，羟基封端，平均分子量为450；

②：EO%  =  100%，羟基封端，平均分子量为1500；

③：EO%  =  100%，羟基封端，平均分子量为4600；

得到三种聚醚改性聚硅氧烷：PMS-1、PMS-2和PMS-3。

[0044] 室温条件下，将4份PMS-1、5份PMS-2、6份PMS-3和2份和PMS-4加入到容器中混合

30min，然后向其中加入100份有机硅聚合物OSP-2温度升高到65℃，在转速3000rpm混合

40min，使得有机硅聚合物与聚醚改性聚硅氧烷充分混合均匀；

然后再向其中加入2份MOA-3和3份MOA-9混合20min；然后，在1800rpm的转速下缓慢地

向容器中加115份水至转相，得到的乳液浓度为60%；最后用水稀释到所需要的浓度为20%。

并用丙烯酸增稠剂调节乳液的粘度至2000mPa·s，此时得到乳液E2。

说　明　书 5/8 页

8

CN 109180959 A

8



[0045] 实施例4：

用粘度为200mPa·s、含氢量为0.30%的侧链含氢聚硅氧烷（硅氢键在主链的侧边和两

端），分别与如下结构的烯丙醇聚醚反应：

①：EO%  =  60%，PO%  =  40%，甲基封端，平均分子量为350；

②：EO%  =  60%，PO%  =  40%，甲基封端，平均分子量为850；

③：EO%  =  60%，PO%  =  40%，甲基封端，平均分子量为1200；

得到三种聚醚改性聚硅氧烷：PMS-1、PMS-2和PMS-3。

[0046] 室温条件下，将2份PMS-1、2份PMS-2和2份PMS-3加入到容器中混合20min，然后向

其中加入100份有机硅聚合物OSP-3温度升高到70℃，在转速1200rpm混合40min，使得有机

硅聚合物与聚醚改性聚硅氧烷充分混合均匀；

然后再向其中加入2份Span  60和2份Tween  60混合15min；然后，在1000rpm的转速下缓

慢地向容器中加110份水至转相，得到的乳液浓度为50%；最后用水稀释到所需要的浓度为

20%。并用丙烯酸增稠剂调节乳液的粘度至2000mPa·s，此时得到乳液E2。

[0047] 实施例5：

用粘度为80mPa·s、含氢量为0.13%的侧链含氢聚硅氧烷（硅氢键在主链的侧边和两

端），分别与如下结构的烯丙醇聚醚反应：

①：EO%  =  35%，PO%  =65%，先EO聚合再PO聚合，丁基封端，平均分子量为250；

②：EO%  =  35%，PO%  =65%，先EO聚合再PO聚合，丁基封端，平均分子量为500；

③：EO%  =  35%，PO%  =65%，先EO聚合再PO聚合，丁基封端，平均分子量为1200；

④：EO%  =  35%，PO%  =65%，先EO聚合再PO聚合，丁基封端，平均分子量为3000；

得到四种聚醚改性聚硅氧烷：PMS-1、PMS-2、PMS-3和PMS-4。

[0048] 室温条件下，将1.5份PMS-1、1.5份PMS-2、1.5份PMS-3和1.5份的PMS-4加入到容器

中混合40min，然后向其中加入100份有机硅聚合物OSP-3温度升高到70℃，在转速1000rpm

混合50min，使得有机硅聚合物与聚醚改性聚硅氧烷充分混合均匀；

然后再向其中加入2份span60和2份tween60混合15min；然后，在1200rpm的转速下缓慢

地向容器中加110份水至转相，得到的乳液浓度为50%；最后用水稀释到所需要的浓度为

20%。并用丙烯酸增稠剂调节乳液的粘度至2000mPa·s，此时得到乳液E5。

[0049] 实施例6：

用粘度为1300mPa·s、含氢量为0.18%的侧链含氢聚硅氧烷（硅氢键在主链的侧边和两

端），分别与如下结构的烯丙醇聚醚反应：

①：EO%  =  15%，PO%  =85%，先PO聚合再EO聚合，丁基封端，平均分子量为300；

②：EO%  =  15%，PO%  =85%，先PO聚合再EO聚合，丁基封端，平均分子量为1000；

③：EO%  =  15%，PO%  =85%，先PO聚合再EO聚合，丁基封端，平均分子量为2500；

④：EO%  =  15%，PO%  =85%，先PO聚合再EO聚合，丁基封端，平均分子量为4800；

得到四种聚醚改性聚硅氧烷：PMS-1、PMS-2、PMS-3和PMS-4。

[0050] 室温条件下，将15份PMS-1、15份PMS-2、12份PMS-3和10份的PMS-4加入到容器中混

合35min，然后向其中加入100份有机硅聚合物OSP-5温度升高到60℃，在转速1900rpm混合

50min，使得有机硅聚合物与聚醚改性聚硅氧烷充分混合均匀；

然后再向其中加入5份span80和3份tween80混合20min；然后，在1500rpm的转速下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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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向容器中加105份水至转相，得到的乳液浓度为60%；最后用水稀释到所需要的浓度为

20%。并用丙烯酸增稠剂调节乳液的粘度至2000mPa·s，此时得到乳液E6。

[0051] 实施例7：

用粘度为500mPa·s、含氢量为0.09%的侧链含氢聚硅氧烷（硅氢键在主链的侧边），分

别与如下结构的烯丙醇聚醚反应：

①：EO%  =  63%，PO%  =37%，先PO聚合再EO聚合，甲基封端，平均分子量为300；

②：EO%  =  63%，PO%  =37%，先PO聚合再EO聚合，甲基封端，平均分子量为650；

③：EO%  =  63%，PO%  =37%，先PO聚合再EO聚合，甲基封端，平均分子量为1000；

④：EO%  =  63%，PO%  =37%，先PO聚合再EO聚合，甲基封端，平均分子量为2100；

⑤：EO%  =  63%，PO%  =37%，先PO聚合再EO聚合，甲基封端，平均分子量为3500。

[0052] 得到五种聚醚改性聚硅氧烷：PMS-1、PMS-2、PMS-3、PMS-4和PMS-5。

[0053] 室温条件下，将6份PMS-1、5份PMS-2、5份PMS-3、2份的PMS-4和2份的PMS-5加入到

容器中混合15min，然后向其中加入100份有机硅聚合物OSP-5温度升高到80℃，在转速

1000rpm混合25min，使得有机硅聚合物与聚醚改性聚硅氧烷充分混合均匀；

然后再向其中加入3份MOA-3和4份1307混合20min；然后，在1600rpm的转速下缓慢地向

容器中加235份水至转相，得到的乳液浓度为40%；最后用水稀释到所需要的浓度为20%。并

用丙烯酸增稠剂调节乳液的粘度至2000mPa·s，此时得到乳液E7。

[0054] 本发明方法制备的有机硅聚合物乳液的性能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估：

（1）稀释稳定性：

按照以20%的固含量为标准，在250ml的烧杯中加入198.0g的自来水，然后向水体中加

入2.0g有机硅乳液，用玻棒搅拌均匀后，待液面静止不动后，观察水稀释液的液面状况。室

温条件下，没有析油的要比有析油的稳定性好。

[0055] （2）高温稳定性：

将（1）得到的稀释液，放到电炉上，以5℃/min的升温速率升温，升温过程中用玻棒搅

拌，直到水体温度达到90℃，观察并记录液面中的析油情况。析油温度越高，则说明稳定性

越好。

[0056] （3）抗剪切稳定性：

常温下，将固含量20%的有机硅聚合物乳液（粘度基本一致）用干净的自来水以1:3的比

例稀释成5%的固含量的乳液。取100g稀释成液放置在垂直振荡器上，以6cm的振幅，100次/

min的频率振荡15min后，按照（1）和（2）的方法，比较稀释液在室温和升温条件下的液面变

化。析油温度越高，则说明稳定性越好。

[0057] 专利方法制备的乳液和对比例制备的乳液的评估结果如下表所示。

[0058] 表1  专利方法制备的乳液的稳定性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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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CE1~CE3与E1的测试结果可以看出，

（1）与一种或两种“结构相同、分子量不同”的聚醚改性聚硅氧烷混合物相比，用三种

“结构相同、分子量不同”聚醚改性聚硅氧烷混合物乳化剂去乳化同一种有机硅聚合物，得

到的乳液的稳定性有明显的提高；

（2）结合CE1、CE2和E1对比，无论有机硅聚合物的粘度高还是低，通过专利方法得到乳

化剂混合物都能将其分散在水中得到稳定性较好的乳液，相比常规方法制备的乳液的漂油

温度至少提高10℃；

（3）从E4和E5的结果可以看出，四种“结构相同、分子量不同”聚醚改性聚硅氧烷的效率

还是比三种“结构相同、分子量不同”的要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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