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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石墨烯改性水性防腐涂料，按重量份包

括：石墨烯改性丙烯酸乳液10-20份、水性环氧树

脂20-40份、乳化剂1-10份、水性环氧固化剂10-

20份、第一中和剂0.1-30份、润湿剂0.1-10份、分

散剂0.1-10份及填料5-50份。还提供一种石墨烯

改性水性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在上述石墨烯改

性水性防腐涂料及其制备方法中，通过化学连接

的方式将石墨烯添加到丙烯酸乳液中，提高了石

墨烯在涂料体系中的分散性及与其他基料的相

容性。由于化学接枝反应的可控特性，G-AA很大

程度上继承了原始石墨烯的结构与性能，改变了

氧化石墨烯因其片层结构破坏严重、防腐性能大

幅度下降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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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石墨烯改性水性防腐涂料，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包括：石墨烯改性丙烯酸乳液

10-20份、水性环氧树脂20-40份、乳化剂1-10份、水性环氧固化剂10-20份、第一中和剂0.1-

30份、润湿剂0.1-10份、分散剂0.1-10份及填料5-50份；

所述石墨烯改性丙烯酸乳液的制备方法包括：

将石墨加入到二甲基甲酰胺溶剂中，然后水浴超声30-120min，再将分散液在室温下静

置24-72h后，吸取上层石墨烯分散液，将所述石墨烯分散液浓缩并分散在邻二氯苯溶剂中

得到石墨烯邻二氯苯分散液；

将含羟基芳香胺化合物、亚硝酸化合物加入到所述石墨烯邻二氯苯分散液中，升温至

70-80℃反应2-8h后，得到改性石墨烯溶液；

按照重量份，将25-100份丙烯酸类单体、10-15份所述改性石墨烯溶液、80-100份失水

剂、20-40份酯化反应催化剂加入反应釜内，在30℃搅拌反应12-48h，得到丙烯酸类单体改

性石墨烯，将所述丙烯酸类单体改性石墨烯分散在水中得到丙烯酸类单体改性石墨烯分散

液；

按照重量份，将910-1030份丙烯酸类单体、10-100份丙烯酸类单体改性石墨烯分散液、

75-90份阴离子型乳化剂、1-5份非离子型乳化剂、200-250份水混合后再高速搅拌混合形成

单体乳化液；

按照重量份，将10-20份所述阴离子乳化剂，1-5份所述反应型乳化剂，0.1-5份PH调节

剂和350-450份水混合均匀形成初始料；

将所述初始料投入装有所述丙烯酸类单体改性石墨烯分散液的反应釜，升温至75-85

℃，加入第一引发剂溶液，5-10min后，再加入5-25％的所述单体乳化液，搅拌引发乳化；

在反应温度75-85℃条件下，分别同时滴加剩余的所述单体乳化液和第二引发剂溶液；

保温1-1.5h后，降温至0-70℃，加入0.1-2份氧化剂，反应15-30min；

冷却至30-50℃后，加入消泡剂，用第二中和剂将pH调节为7-8，得到石墨烯改性丙烯酸

乳液。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石墨烯改性水性防腐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中和剂为二

甲基乙醇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石墨烯改性水性防腐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润湿剂为硫酸系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石墨烯改性水性防腐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散剂为聚羧酸

钠盐、聚丙烯酸盐中的至少一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石墨烯改性水性防腐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填料为气相二氧

化硅、云母、木质纤维、轻钙、重钙、硅灰石粉、滑石粉、沉淀硫酸钡和氢氧化铝中的至少一

种。

6.一种石墨烯改性水性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将石墨烯改性丙烯酸乳液、水性环氧树脂分别过滤后混合，在搅拌的状态下加入乳化

剂，再搅拌5-10min；

在搅拌状态下加入第一中和剂，再搅拌5-10min；

在搅拌状态下加入润湿剂和分散剂，再搅拌5-10min；

在高速分散条件加入填料、水性环氧固化剂，再搅拌20-30min后得到石墨烯改性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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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腐涂料；

所述石墨烯改性丙烯酸乳液的制备方法包括：

将石墨加入到二甲基甲酰胺溶剂中，然后水浴超声30-120min，再将分散液在室温下静

置24-72h后，吸取上层石墨烯分散液，将所述石墨烯分散液浓缩并分散在邻二氯苯溶剂中

得到石墨烯邻二氯苯分散液；

将含羟基芳香胺化合物、亚硝酸化合物加入到所述石墨烯邻二氯苯分散液中，升温至

70-80℃反应2-8h后，得到改性石墨烯溶液；

按照重量份，将25-100份丙烯酸类单体、10-15份所述改性石墨烯溶液、80-100份失水

剂、20-40份酯化反应催化剂加入反应釜内，在30℃搅拌反应12-48h，得到丙烯酸类单体改

性石墨烯，将所述丙烯酸类单体改性石墨烯分散在水中得到丙烯酸类单体改性石墨烯分散

液；

按照重量份，将910-1030份丙烯酸类单体、10-100份丙烯酸类单体改性石墨烯分散液、

75-90份阴离子型乳化剂、1-5份非离子型乳化剂、200-250份水混合后再高速搅拌混合形成

单体乳化液；

按照重量份，将10-20份所述阴离子乳化剂，1-5份所述反应型乳化剂，0.1-5份PH调节

剂和350-450份水混合均匀形成初始料；

将所述初始料投入装有所述丙烯酸类单体改性石墨烯分散液的反应釜，升温至75-85

℃，加入第一引发剂溶液，5-10min后，再加入5-25％的所述单体乳化液，搅拌引发乳化；

在反应温度75-85℃条件下，分别同时滴加剩余的所述单体乳化液和第二引发剂溶液；

保温1-1.5h后，降温至0-70℃，加入0.1-2份氧化剂，反应15-30min；

冷却至30-50℃后，加入消泡剂，用第二中和剂将pH调节为7-8，得到石墨烯改性丙烯酸

乳液。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石墨烯改性水性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酯化

反应催化剂为二环己基碳二亚胺或二异丙基碳二亚胺。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石墨烯改性水性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丙烯

酸类单体为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酸丁酯、甲基丙烯酸及丙烯腈中的至少一种。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石墨烯改性水性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引发剂溶液和第二引发剂溶液中的溶质为过硫酸铵、过硫酸钾中的至少一种。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7805442 B

3



石墨烯改性水性防腐涂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性防腐材料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石墨烯改性水性防腐涂料及其制备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涂料是日常生产保护基础设施不可或缺的材料，被广泛应用于建筑物、各类五金

件、工业制品的装饰以及机械、车辆、船舶、飞机、仪表等领域。而防腐涂料已成为涂料领域

的重要的生力军，防腐涂料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发展前景可观。

[0003] 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和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对涂料的环保要求越来越

高，不含或少含挥发性有机物体系己成为新的发展方向，与溶剂型涂料相比，水性涂料中没

有或很少含有可挥发性有机物(VOC)。其具有安全环保、成本低、施工灵活等多重优点。

[0004] 目前的水性涂料的耐高温、防腐蚀性能有待提高。

发明内容

[0005] 基于此，有必要提供一种能耐高温、防腐蚀较好的石墨烯改性水性防腐涂料及其

制备方法。

[0006] 一种石墨烯改性水性防腐涂料，按重量份包括：石墨烯改性丙烯酸乳液10-20份、

水性环氧树脂20-40份、乳化剂1-10份、水性环氧固化剂10-20份、第一中和剂0.1-30份、润

湿剂0.1-10份、分散剂0.1-10份及填料5-50份。

[0007]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第一中和剂为二甲基乙醇胺。

[0008]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润湿剂为硫酸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0009]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分散剂为聚羧酸钠盐、聚丙烯酸盐中的至少一种。

[0010]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填料为气相二氧化硅、云母、木质纤维、轻钙、重钙、硅

灰石粉、滑石粉、沉淀硫酸钡和氢氧化铝中的至少一种。

[0011] 一种石墨烯改性水性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包括：

[0012] 将石墨烯改性丙烯酸乳液、水性环氧树脂分别过滤后混合，在搅拌的状态下加入

乳化剂，再搅拌5-10min；

[0013] 在搅拌状态下加入第一中和剂，再搅拌5-10min；

[0014] 在搅拌状态下加入润湿剂和分散剂，再搅拌5-10min；

[0015] 在高速分散条件加入填料、水性环氧固化剂，再搅拌20-30min后得到石墨烯改性

水性防腐涂料。

[0016]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石墨烯改性丙烯酸乳液的制备方法包括：

[0017] 将石墨加入到二甲基甲酰胺溶剂中，然后水浴超声30-120min，再将分散液在室温

下静置24-72h后，吸取上层石墨烯分散液，将所述石墨烯分散液浓缩并分散在邻二氯苯溶

剂中得到石墨烯邻二氯苯分散液；

[0018] 将含羟基芳香胺化合物、亚硝酸化合物加入到所述石墨烯邻二氯苯分散液中，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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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至70-80℃反应2-8h后，得到改性石墨烯溶液；

[0019] 按照重量份，将25-100份丙烯酸类单体、10-15份所述改性石墨烯溶液、80-100份

失水剂、20-40份酯化反应催化剂加入反应釜内，在30℃搅拌反应12-48h，得到丙烯酸类单

体改性石墨烯，将所述丙烯酸类单体改性石墨烯分散在水中得到丙烯酸类单体改性石墨烯

分散液；

[0020] 按照重量份，将910-1030份丙烯酸类单体、10-100份G-AA水溶液、75-90份阴离子

型乳化剂、1-5份非离子型乳化剂、200-250份水混合后再高速搅拌混合形成单体乳化液；

[0021] 按照重量份，将10-20份所述阴离子乳化剂，1-5份所述反应型乳化剂，0.1-5份PH

调节剂和350-450份水混合均匀形成初始料；

[0022] 将所述初始料投入装有所述丙烯酸类单体改性石墨烯分散液的反应釜，升温至

75-85℃，加入第一引发剂溶液，5-10min后，再加入5-25％的所述单体乳化液，搅拌引发乳

化；

[0023] 在反应温度75-85℃条件下，分别同时滴加剩余的所述单体乳化液和第二引发剂

溶液；

[0024] 保温1-1.5h后，降温至0-70℃，加入0.1-2份氧化剂，反应15-30min；

[0025] 冷却至30-50℃后，加入消泡剂，用第二中和剂将pH调节为7-8，得到石墨烯改性丙

烯酸乳液。

[0026]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酯化反应催化剂为二环己基碳二亚胺或二异丙基碳二

亚胺。

[0027]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丙烯酸类单体为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酸丁酯、甲基丙

烯酸及丙烯晴中的至少一种。

[0028]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引发剂溶液和第二引发剂溶液中的溶质为过硫酸

铵、过硫酸钾中的至少一种。

[0029] 在上述石墨烯改性水性防腐涂料及其制备方法中，通过化学连接的方式将石墨烯

添加到丙烯酸乳液中，提高了石墨烯在涂料体系中的分散性及与其他基料的相容性。由于

化学接枝反应的可控特性，G-AA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原始石墨烯的结构与性能，改变了氧化

石墨烯因其片层结构破坏严重、防腐性能大幅度下降的弊端。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一实施方式的石墨烯改性水性防腐涂料制备方法流程图；

[0031] 图2为一实施方式的石墨烯改性丙烯酸乳液的制备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实施方式及附图，对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33] 一实施方式的石墨烯改性水性防腐涂料，按重量份包括：石墨烯改性丙烯酸乳液

10-20份、水性环氧树脂20-40份、乳化剂1-10份、水性环氧固化剂10-20份、第一中和剂0.1-

30份、润湿剂0.1-10份、分散剂0.1-10份、填料5-50份。

[0034] 在一实施方式中，第一中和剂为二甲基乙醇胺。

[0035] 在一实施方式中，润湿剂为硫酸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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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在一实施方式中，分散剂为聚羧酸钠盐、聚丙烯酸盐中的至少一种。

[0037] 在一实施方式中，填料为气相二氧化硅、云母、木质纤维、轻钙、重钙、硅灰石粉、滑

石粉、沉淀硫酸钡和氢氧化铝中的至少一种。

[0038] 上述石墨烯改性水性防腐涂料扩大了水性涂料的使用范围，延长了水性涂料的使

用寿命，并且涂料的稳定性好，该防腐涂料可中性盐雾4000h，可以长时间保存运输，同时得

到的水性涂料不含VOC、甲醛、铅、铬、镉、汞等重金属元素，绿色环保，实现了水性涂料中VOC

含量与物理性能的完美平衡。

[0039] 请参阅图1，一实施方式的石墨烯改性水性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包括：

[0040] S110、将石墨烯改性丙烯酸乳液、水性环氧树脂分别过滤后混合，在搅拌的状态下

加入乳化剂，再搅拌5-10min。

[0041] S120、在搅拌状态下加入第一中和剂，再搅拌5-10min。

[0042] 在一实施方式中，第一中和剂可以为二甲基乙醇胺。

[0043] S130、在搅拌状态下加入润湿剂和分散剂，再搅拌5-10min。

[0044] 在一实施方式中，润湿剂可以为硫酸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分散剂可以为聚羧酸

钠盐、聚丙烯酸盐的中的至少一种。

[0045] S140、在高速分散条件加入填料、水性环氧固化剂，再搅拌20-30min后得到石墨烯

改性水性防腐涂料。

[0046] 在一实施方式中，填料为气相二氧化硅、云母、木质纤维、轻钙、重钙、硅灰石粉、滑

石粉、沉淀硫酸钡和氢氧化铝中的至少一种。

[0047]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石墨烯改性丙烯酸乳液的制备方法为：

[0048] S210、将石墨加入到二甲基甲酰胺溶剂中，然后水浴超声30-120min，再将分散液

在室温下静置24-72h后，吸取上层石墨烯分散液，将石墨烯分散液浓缩并分散在邻二氯苯

溶剂中得到石墨烯邻二氯苯分散液。

[0049] 在本实施方式中，石墨烯通过液相剥离天然石墨法制备。将2-6g/L的石墨加入到

二甲基甲酰胺溶剂中，然后水浴超声30-120min(ElmasonicE30H，40W，37kHz，水温<30℃)。

分散液室温静置24-72h后，小心的吸取3/4上层分散液。将石墨烯分散液浓缩分散在邻二氯

苯溶剂中得到石墨烯邻二氯苯分散液(5mg/mL)，溶剂可以回收后重新用于石墨的剥离分

散。

[0050] S220、将含羟基芳香胺化合物、亚硝酸化合物加入到石墨烯邻二氯苯分散液中，升

温至70-80℃反应2-8h后，得到改性石墨烯溶液；

[0051] 在本实施方式中，将浓度为5mg/mL的含羟基芳香胺化合物，浓度为5mg/mL的亚硝

酸化合物加入到石墨烯的邻二氯苯分散液中，升温至70-80℃反应4h后，得到改性石墨烯溶

液(graphene-graft-OH，G-OH)。

[0052] S230、按照重量份，将25-100份丙烯酸类单体、10-15份所述G-OH溶液、80-100份失

水剂、20-40份酯化反应催化剂加入反应釜内，在30℃搅拌反应12-48h，得到丙烯酸类单体

改性石墨烯，将所述丙烯酸类单体改性石墨烯分散在水中得到丙烯酸类单体改性石墨烯分

散液(graphene-graft-AA，G-AA)；

[0053] 在一实施方式中，丙烯酸类单体为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酸丁酯、甲基丙烯酸、丙

烯晴中的至少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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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在一实施方式中，按照重量份，将甲基丙烯酸甲酯10-50份，丙烯酸丁酯10-40份，

甲基丙烯酸5-10份，10-15份G-OH溶液，失水剂80-100份，酯化反应催化剂20-40份依次加入

反应釜内，30-35℃搅拌反应12-48h，即可将丙烯酸类单体化学接枝在石墨烯表面

(graphene-graft-AA，G-AA)。将G-AA分散在水中待用。

[0055] 在一实施方式中，失水剂为4-二甲氨基吡啶。

[0056] 在一实施方式中，酯化反应催化剂为二环己基碳二亚胺或二异丙基碳二亚胺。

[0057] S240、按照重量份，将910-1030份丙烯酸类单体、10-100份G-AA水溶液、75-90份阴

离子型乳化剂、1-5份非离子型乳化剂、200-250份水混合后再高速搅拌混合形成单体乳化

液；

[0058] 在一实施方式中，按照重量份，将500-550份甲基丙烯酸甲酯、400-450份丙烯酸丁

酯、10-30份甲基丙烯酸、10-20份G-AA水溶液、75-90份阴离子型乳化剂、1-5份非离子型乳

化剂、200-250份水混合后再高速搅拌混合形成单体乳化液；

[0059] 在一实施方式中，所述阴离子型乳化剂为烷基硫酸盐。

[0060] 在一实施方式中，所述非离子型乳化剂为脂肪醇聚氧乙烯醚。

[0061] S250、按照重量份，将10-20份阴离子乳化剂，1-5份反应型乳化剂，0.1-5份pH调节

剂和350-450份水混合均匀形成初始料。

[0062] 在一实施方式中，所述阴离子型乳化剂为烷基硫酸盐。

[0063] 在一实施方式中，所述非离子型乳化剂为脂肪醇聚氧乙烯醚。

[0064] 在一实施方式中，所述反应型乳化剂为乙烯基磺酸钠。

[0065] 在一实施方式中，pH调节剂为碳酸氢钠。

[0066] S260、将初始料投入反应釜，升温至75-85℃，加入第一引发剂溶液，5-10min后，再

加入5-25％的单体乳化液，搅拌引发乳化。

[0067] 在一实施方式中，第一引发剂溶液的溶质为过硫酸铵、过硫酸钾中的至少一种。在

一实施方式中，将0.5-3份溶质与10-30份水，混合均匀成第一引发剂溶液。

[0068] S270、在反应温度75-85℃条件下，分别同时滴加剩余的单体乳化液和第二引发剂

溶液。

[0069] 在一实施方式中，第二引发剂溶液的溶质为过硫酸铵、过硫酸钾中的至少一种。在

一实施方式中，将1-5份溶质与100-150份水，混合均匀成第二引发剂溶液。

[0070] S280、保温1-1.5h后，降温至0-70℃，加入0.1-2份氧化剂，反应15-30min。

[0071] 在一实施方式中，氧化剂为叔丁基过氧化氢。

[0072] S290、冷却至30-50℃后，加入消泡剂，用第二中和剂将pH调节为7-8，得到石墨烯

改性丙烯酸乳液。

[0073] 在一实施方式中，消泡剂为金属皂类消泡剂。第二中和剂为氨水。

[0074] 在上述石墨烯改性丙烯酸乳液制备方法中，通过重氮盐反应将羟基官能团化学接

枝到原始石墨烯表面，合成G-OH，随后G-OH与丙烯酸类单体通过酯化反应，将丙烯酸类单体

接枝在石墨烯表面，成功制备出G-AA。不同于物理混合，通过化学连接的方式将石墨烯添加

到丙烯酸乳液中，并应用到涂料的制备，可以提高石墨烯在涂料体系中的分散性及与其他

基料的相容性。由于化学接枝反应的可控特性，G-AA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原始石墨烯的结构

与性能，改变了氧化石墨烯因其片层结构破坏严重，防腐性能大幅度下降的弊端。此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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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制备方法经济实用，制备过程简单，成本低廉，无需使用危险或有毒性物质，安全环保，无

需特殊设备和苛刻条件，易于实现规模化生产，具有极强的实用价值。

[0075] 以上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不能

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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