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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超薄纳米型防腐涂料及

其自流平浸涂工艺，旨在提供一种不含重金属，

具有超强抗刮耐磨、防腐性能超薄纳米型防腐涂

料；该涂料涂覆时自流平效果好，可替代传统电

镀锌和热镀锌工艺，浸涂后涂层超薄、适应性广、

并且生产成本低；其技术方案：所述超薄纳米型

防腐涂料按重量百分比计，包含下列组分：改性

树脂10-40%；固化剂2-5%；固化促进剂0.1-0.5%；

防腐抑制剂2-8%；耐磨纳米级蜡粉1-2%；石墨烯

粉末0.01-0 .05%；金属组合物5-15%；溶剂30-

70%，各组分之和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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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超薄纳米型防腐涂料，其特征在于，按重量百分比计，包含下列组分：

所述防腐抑制剂通过下述方法制得：称取下述重量份的组分：有机溶剂36-44份、聚乙

二醇1-2份、铝酸酯偶联剂2-3份，溶剂型纳米二氧化硅分散液25-30份、三聚硅酸铝13-18

份、磷酸锌10-14份，加入反应釜，常温下高速搅拌均匀，再升温至80℃，滴加2.5-3.5份六亚

甲基四胺和1份环己胺的混合溶液，滴加完毕，在80℃保温4h得到防腐抑制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薄纳米型防腐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改性树脂为环氧当

量420-605，粘度5000-15000cps的改性树脂，所述改性树脂为有机硅改性环氧树脂或有机

氟改性环氧树脂或脂肪族改性环氧树脂或酚醛改性环氧树脂其中之一或任意组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薄纳米型防腐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耐磨纳米级蜡粉的中

位粒径为6至7.5nm，最大粒径不超过22nm；所述的耐磨纳米级蜡粉为PTFE蜡、聚乙烯蜡、氟

化氯乙烯蜡中的其中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薄纳米型防腐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石墨烯为氧化石墨

烯、氢化石墨烯或者氟化石墨烯中的其中之一或任意组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薄纳米型防腐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组合物为金、银、

铜、锌、铝或合金中至少两种物质的任意组合。

6.根据权利要求1或5所述的超薄纳米型防腐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组合物为锌

粉和漂浮型铝银浆。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薄纳米型防腐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化剂为潜伏型双氰

胺固化剂、有机酸酐类组合物、改性脂肪族胺类化合物中其中之一；所述的固化促进剂为改

性咪唑类环氧固化促进剂。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薄纳米型防腐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有机溶剂由体积比

5-7：5-3的非极性溶剂和极性溶剂组成。

9.一种自流平浸涂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将被涂工件除油除锈保持表面干

净无油垢，再将被涂工件浸泡在权利要求1所述的纳米型防腐涂料中，浸泡5-30秒，悬空晾

干3-30分钟，自动流平后采用150℃-200℃烘烤炉烘烤固化后常温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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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超薄纳米型防腐涂料及其自流平浸涂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涂层防腐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超薄纳米型防腐涂料及其自流平

浸涂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电镀是材料表面处理的重要基础，广泛应用在国民生产的各个领域，其中，镀锌是

对钢材和钢铁制品进行表面保护的主要手段，传统的镀锌工艺为热浸镀锌和电镀锌，然而，

在工艺过程中以及镀前和镀后的处理都会不同程度地对环境造成污染，电镀和热镀行业成

了除造纸、印染之外的一大污染源，其中电镀锌产生的废水是电镀废水中的主要成分，例如

日本某城10个电镀厂，每天排废水量为1000吨，上海某厂每天废水排放量为320吨；而热浸

镀锌则采用烘干溶剂法工艺，整个热浸镀锌过程是在高温下进行，从而产生大量的氯化氢

气体析出，锌池长时间处于高温下，产生大量氧化锌、氯化铵等，部分的乡镇企业采用烧煤

的放射式加热炉，向大气中排放大量的含二氧化硫、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粉尘的烟雾对环

境引起了严重的危害引起了工业界的重视。

[0003] 中国发明专利CN1936075A公开了一种替代电镀的喷镀涂料和工艺，该发明采用高

性能的涂料和特殊工艺喷镀，形成高亮度且附着力强的喷镀材料，整个喷镀镀层由一道底

涂层、一道金属喷镀层、一道面涂层三部分组成，取代了传统的电镀工艺，解决污染问题，然

而这种喷镀涂料和工艺存在喷镀工艺繁琐、需进行三次喷涂、固化时间慢、涂层厚、生产效

率低且生产成本高等缺陷。

[0004] 中国发明专利CN105505110公开了一种石墨烯涂镀锌防腐涂料及制备方法，该发

明技术方案主要采用石墨烯具有较佳的抗氧化性能，具有极佳的防腐性能，能够提高钢制

材质的设备和建筑的使用寿命，同时还具有较好的附着力、耐老化性、防水性的优点。然而

这种方法存在只能喷涂而无法浸涂施工，工业化生产效率低、涂层厚且耐刮擦效果不佳等

缺陷。

[0005] 美国专利US20150218389A1公开了一种具有防腐蚀性能的涂料组合物，所公开的

防腐涂料组合物包含分散在其中的结合聚合物和磷酸铝腐蚀抑制颜料，这种防腐涂料组合

物可以用作底漆涂层，中涂层和/或顶涂层涂层，可以施加到金属基材上并使其干燥以形成

完全固化的膜；这种防腐涂料组合物其主要是通过磷酸铝颗粒来抑制/控制基底的腐蚀，磷

酸铝是通过铝盐与磷酸和基材组合的溶胶凝胶法制成的，磷酸铝胶体颗粒是纳米级的。然

而这种涂料组合物对磷酸铝颗粒的要求是苛刻的，其生产工艺复杂，生产效率低，涂料施工

方法也无法实现浸涂，涂膜厚度较厚。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超薄纳米型防腐涂料，该纳米型防腐

涂料是不含重金属的抗刮耐磨防腐液，可替代传统电镀工艺和热镀工艺，浸涂后自流平并

热固化在金属基材上，给被涂基材提供优异的防腐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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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一种超薄纳米型防腐涂料，按重量百分比计，包含下列组分：

[0008]

[0009] 优选的，上述的超薄纳米型防腐涂料，所述的改性树脂为环氧当量420-605，粘度

5000-15000cps的改性树脂，所述改性树脂为有机硅改性环氧树脂或有机氟改性环氧树脂

或脂肪族改性环氧树脂或酚醛改性环氧树脂其中之一或任意组合。

[0010] 优选的，上述的超薄纳米型防腐涂料，所述防腐抑制剂通过下述方法制得：称取下

述重量份的组分：有机溶剂36-44份、聚乙二醇1-2份、铝酸酯偶联剂2-3份，溶剂型纳米二氧

化硅分散液25-30份、三聚硅酸铝13-18份、磷酸锌10-14份，加入反应釜，常温下高速搅拌均

匀，再升温至80℃，滴加2.5-3.5份六亚甲基四胺和1份环己胺的混合溶液，滴加完毕，在80

℃保温4h得到防腐抑制剂。

[0011] 优选的，上述的超薄纳米型防腐涂料，所述耐磨纳米级蜡粉的平均粒度为6至

7.5nm，最大粒径不超过22nm；所述的耐磨纳米级蜡粉为PTFE蜡、聚乙烯蜡、氟化氯乙烯蜡中

的其中一种。

[0012] 优选的，上述的超薄纳米型防腐涂料，所述石墨烯为氧化石墨烯、氢化石墨烯或者

氟化石墨烯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3] 优选的，上述的超薄纳米型防腐涂料，所述金属组合物为金、银、铜、锌、铝或合金

中中至少两种物质的任意组合。

[0014] 优选的，上述的超薄纳米型防腐涂料，所述金属组合物为锌粉和漂浮型铝银浆。

[0015] 优选的，上述的超薄纳米型防腐涂料，所述固化剂潜伏型双氰胺固化剂、有机酸酐

类组合物、改性脂肪族胺类化合物中其中之一，所述的固化促进剂为改性咪唑类环氧固化

促进剂。

[0016] 优选的，上述的超薄纳米型防腐涂料，所述的有机溶剂由体积比5-7：5-3的非极性

溶剂和极性溶剂组成。

[0017] 本发明提供的后一个技术方案是上述的超薄纳米型防腐涂料的使用方法：

[0018] 一种自流平浸涂工艺，包括如下步骤：将被涂工件除油除锈保持表面干净无油垢，

再将被涂工件浸泡在上述的纳米型防腐涂料中，浸泡5-30秒，悬空晾干3-30分钟，自动流平

后采用150℃-200℃烘烤炉烘烤固化后常温冷却。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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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1、本发明提供的纳米型防腐涂料通过添加金属组合物及石墨烯，为整个涂料体系

带来了更好的防腐性能及耐磨抗刮性能。石墨烯可以填充到涂料涂层的孔洞和缺陷中，增

强涂料涂层的物理隔绝作用和防腐性能，而且石墨烯与水的接触角很大，对水的浸润性很

差，水分子很难被石墨烯吸收；石墨烯具有快速的导电性，使阳极反应失去的电子通过石墨

烯传到涂层表面，抑制阳极反应的进行，对金属表面进行保护，从而实现涂层在很薄的情况

下，可耐5％氯化钠中性盐雾可达1000h以上，耐腐蚀性极强，且涂膜厚度超薄仅有5-8um，完

全满足市场低成本高性能的要求，而实践证明了采用锌粉、铝浆、石墨烯做成防腐涂料是最

有效最经济的方法，施工简便，适应性广，对金属基材无苛刻要求，无废渣废液排放，环保可

靠性高。

[0021] 2、本发明的纳米型防腐涂料通过在体系内添加防腐抑制剂以及石墨烯，使得涂层

采用薄涂时仍可保持很好的防腐性能，相比传统的至少30-100微米的涂层，大大降低了涂

料的使用成本。

[0022] 3、本发明的纳米型防腐涂料通过采用非极性溶剂和极性溶剂组合作为溶剂，能和

漂浮型铝浆结合，能有效控制涂料的粘度，使得漂浮型铝银浆能自行排列，形成自流平光滑

的涂层，解决了传统采用非漂浮型铝浆、采用自流平浸涂工艺出现的漆膜不均匀问题。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权利要求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4] 实施例1

[0025]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超薄纳米型防腐涂料，按重量百分比计，包含下列组分：

[0026]

[0027] 所述的改性树脂为端羟基聚二甲基硅氧烷改性环氧树脂，其环氧当量430，粘度

12000cps；

[0028] 所述的溶剂由环己烷和乙醇按体积比7：5混合而成的。

[0029] 所述防腐抑制剂通过下述方法制得：称取下述重量份的组分：乙醇40份、磷酸0.5

份，聚乙二醇1份、铝酸酯偶联剂2份，溶剂型纳米二氧化硅分散液25份、三聚硅酸铝15份、磷

酸锌12份，加入反应釜，常温下高速搅拌均匀，再升温至80℃，滴加3份六亚甲基四胺和1份

环己胺的混合溶液，滴加完毕，在80℃保温4h得到防腐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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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实施例2

[0031]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超薄纳米型防腐涂料，按重量百分比计，包含下列组分：

[0032]

[0033] 所述的脂肪族环氧树脂为脂肪族缩水甘油醚环氧树脂，其环氧当量450，粘度

10000cps；

[0034] 所述防腐抑制剂通过下述方法制得：称取下述重量份的组分：乙醇36份、聚乙二醇

2份、铝酸酯偶联剂2份，溶剂型纳米二氧化硅分散液30份、三聚硅酸铝13份、磷酸锌14份，加

入反应釜，常温下高速搅拌均匀，再升温至80℃，滴加2.5份六亚甲基四胺和1份环己胺的混

合溶液，滴加完毕，在80℃保温4h得到防腐抑制剂。

[0035] 所述的溶剂由石油醚和乙醚按体积比7：3混合而成的。

[0036] 实施例3

[0037]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超薄纳米型防腐涂料，按重量百分比计，包含下列组分：

[0038]

[0039] 所述的酚醛改性环氧树脂环氧当量440，粘度7000cps；

[0040] 所述防腐抑制剂通过下述方法制得：称取下述重量份的组分：乙醇44份、聚乙二醇

份、铝酸酯偶联剂3份，溶剂型纳米二氧化硅分散液25份、三聚硅酸铝18份、磷酸锌10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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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反应釜，常温下高速搅拌均匀，再升温至80℃，滴加3.5份六亚甲基四胺和1份环己胺的混

合溶液，滴加完毕，在80℃保温4h得到防腐抑制剂。

[0041] 所述的溶剂由己烷和甲苯按体积比5：5混合而成的。

[0042] 实施例4

[0043]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超薄纳米型防腐涂料，按重量百分比计，包含下列组分：

[0044]

[0045]

[0046] 所述的溶剂由正戊烷和丙酮按体积比5：5混合而成的。

[0047] 所述的酚醛改性环氧树脂环氧当量480，粘度8000cps；

[0048] 所述防腐抑制剂通过下述方法制得：称取下述重量份的组分：乙醇38份、聚乙二醇

2份、铝酸酯偶联剂2.5份，溶剂型纳米二氧化硅分散液28份、三聚硅酸铝15份、磷酸锌12份，

加入反应釜，常温下高速搅拌均匀，再升温至80℃，滴加3份六亚甲基四胺和1份环己胺的混

合溶液，滴加完毕，在80℃保温4h得到防腐抑制剂。

[0049] 实施例1至4中的一种超薄纳米型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为，将改性环氧树脂与防腐

抑制剂采用分散机1500转分散10至20分钟，刮细度(10um以下合格)，再将石墨烯粉料采用

预活化的方式加入到体系中采用分散机1500转10至20分钟，刮细度(10um以下合格)，再依

次将耐磨纳米级蜡粉、固化剂、固化促进剂加入到体系中10至20分钟，金属组合物则分别采

用有机溶剂浸泡8h后加入到体系，分散机转速不大于或等于300转分散20-30分钟，期间将

锌粉加入，最后加入剩余的有机溶剂，所制的组合物采用200目滤布过滤，获得纳米型防腐

液(涂料)。

[0050] 自流平浸涂工艺：将被涂工件采用320目砂纸打磨干净并用非极性溶剂清洗，将处

理后的被涂工件均匀浸泡在所制的防腐液中，浸泡时间10-20秒，再悬空晾干3-15分钟，自

动流平晾干后采用180℃-200℃烘烤炉烘烤固化30分钟，常温冷却，实施例1中提供的涂料

涂层厚度测得为6um；实施例2中提供的涂料涂涂层厚度测得为5um；实施例3中提供的涂料

涂涂层厚度测得为8um；实施例3涂层厚度测得为8um。

[0051] 对比例1

[0052] 一种防腐涂料，其各个组分及其含量以及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中的组分和含量相

同，其不同之处在于不含有防腐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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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自流平浸涂工艺：将被涂工件采用320目砂纸打磨干净并用非极性溶剂清洗，将所

制的被涂工件浸泡在防腐液中，浸泡时间10-20秒，再悬空晾干3-15分钟，晾干后采用180

℃-200℃烘烤炉烘烤固化30分钟，常温冷却，涂层厚度测得为7um。

[0054] 对比例2

[0055] 一种防腐涂料，其各个组分及其含量以及制备方法与实施例3中的组分和含量相

同，其不同之处在于不含有锌粉。

[0056] 对比例3

[0057] 一种防腐涂料，其各个组分及其含量以及制备方法与实施例4中的组分和含量相

同，其不同之处在于不含有氧化石墨烯。

[0058] 为了更准确的评价漆膜的强度，将分别由实施例1-4和对比例1-3所制得的涂料浸

涂成的工件进行测试，采用日本三菱铅笔，根据GB/T6739-1996标准进行测试；中性盐雾根

据GB6458-86标准；RCA纸带耐磨试验采用175g砝码测试，设定摩擦次数为150-350次，摩擦

结束取下样板，用10倍放大镜观察样板涂层状况；测试结果对比如下表1：

[0059]

[0060] 由表1测试结果可看出：

[0061] 实施例1和实施例2以及对比例1之间进行对比，增加防腐抑制剂明显有助于提高

涂膜的耐腐蚀性；

[0062] 由实施例3和对比例2可看出，锌粉与涂料体系的其他组分协同作用，能明显提高

涂料整体性能。

[0063] 由实施例4和对比例3可看出，氧化石墨烯在涂层超薄的情况下，对耐腐蚀起到关

键性影响。

[0064] 根据上述实验结论，使用实施例3与传统电镀、热镀工艺工件对比耐腐蚀性能，观

察腐蚀情况，测试结果如下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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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0066] 结论：从上表中数据得出，本文所发明超薄纳米防腐涂层耐蚀效果优于传统的电

镀工艺工件、热镀工艺工件且不存在“三废”问题。

[006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是依据本发明的技

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细微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均应包含在本发明技术方案

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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