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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耐腐蚀防闪锈水性环

氧底漆及其制备方法。水性环氧底漆包括树脂部

分和固化剂部分，重量比为3︰1～5︰1。树脂部分

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环氧乳液30～40份，

助溶剂1～3份，水性超支化树脂3～5份，基材润

湿剂0.2～1份，流平剂0.2～1份，防沉剂1～2份，

分散剂0.1～0.5份，颜填料45～55份，流变助剂

0.5～1.0份，防闪锈剂0.6～1份，pH调节剂0.2～

1份,去离子水2～4份；固化剂部分由以下重量份

的组分组成：聚酰胺固化剂30～40份，改性聚酰

胺固化剂5～10份，去离子水50～55份。本发明的

底漆涂装后得到的漆膜致密，漆膜的耐水、耐盐

雾、耐腐蚀性能好；并且柔韧性好，不开裂，不脱

落，具有优异的抗冲击性等机械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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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耐腐蚀防闪锈水性环氧底漆，包括树脂部分和固化剂部分；其特征在于树脂

部分和固化剂部分的重量比为3︰1～5︰1；

树脂部分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环氧乳液30～40份，助溶剂1～3份，水性超支化树

脂3～5份，基材润湿剂0.2～1份，流平剂0.2～1份，防沉剂1～2份，分散剂0.1～0.5份，颜填

料45～55份，流变助剂0.5～1.0份，防闪锈剂0.6～1份，pH调节剂0.2～1份，去离子水2～4

份；

固化剂部分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聚酰胺固化剂30～40份，改性聚酰胺固化剂5～

10份，去离子水50～55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耐腐蚀防闪锈水性环氧底漆，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性环氧乳

液是缩水甘油醚类环氧树脂、缩水甘油酯类环氧树脂、缩水甘油胺类环氧树脂、线型脂肪族

类环氧树脂、脂环族类环氧树脂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混合物。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耐腐蚀防闪锈水性环氧底漆，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材润湿剂

是聚醚改性有机硅或环氧乙烷加成物或氟类润湿剂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混合物。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耐腐蚀防闪锈水性环氧底漆，其特征在于：所述流平剂是有

机硅、氟碳改性有机硅、丙烯酸类流平剂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混合物；所述防沉剂是气相

二氧化硅、有机膨润土、防沉蜡浆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混合物。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耐腐蚀防闪锈水性环氧底漆，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散剂是改

性聚丙烯酸酯高聚物、改性聚丙烯酸酯和乙烯基共聚物、高分子量羧酸的烷醇胺盐、脂肪酸

改性聚酯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混合物。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耐腐蚀防闪锈水性环氧底漆，其特征在于：颜填料是金红石

型钛白粉、锐钛型钛白粉、湿涓法云母粉、超细沉淀硫酸钡、超细滑石粉、高色素炭黑、氧化

铁黄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混合物。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耐腐蚀防闪锈水性环氧底漆，其特征在于：所述助溶剂

是乙二醇丁醚、去离子水、异丙醇、丙二醇甲醚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混合物。

8.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耐腐蚀防闪锈水性环氧底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以下步骤：

①将助溶剂加入干净容器中，边搅拌边加入基材润湿剂、防沉剂、分散剂，搅拌均匀备

用；

②边搅拌边缓慢加入颜填料，加料完毕，预分散均匀；

③将步骤②的预分散料移至研磨机上研磨，加入去离子水充分搅拌均匀；

④将水性环氧乳液和水性超支化树脂在搅拌下缓慢加入步骤③得到的物料中，充分搅

拌均匀；

⑤加入流平剂、防闪锈剂，充分搅拌均匀；

⑥加入流变助剂；

⑦加入pH调节剂，调节pH至7.5至8.2，制得树脂部分；

⑧将聚酰胺固化剂和改性聚酰胺固化剂及去离子水混合，搅拌均匀，得到固化剂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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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耐腐蚀防闪锈水性环氧底漆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防腐蚀涂料具体涉及一种高耐腐蚀、防闪锈水性环氧底漆及其制

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防腐蚀涂料主要应用在新兴海洋工程、现代交通运输、能源工业、大型工业企业和

市政设施等领域。传统溶剂型环氧涂料由于具有优良的防腐性、黏结性和附着力，被广泛应

用于钢结构和铝合金结构等的防腐，是国内外公认的防腐性能最好的涂料品种之一。但是

传统溶剂型环氧涂料有机挥发物排放高，传统溶剂型防腐涂料中含有50％以上有机溶剂，

在生产和施工过程中，这些溶剂挥发到空气中，既浪费了资源，也污染了环境，不仅会损害

人体健康，而且存在火灾隐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环保认识的提高，水性涂料产品应用越

来越普及和广泛。

[0003] 底漆是油漆系统的第一层，用于提高面漆的附着力、增加面漆的丰满度、提供抗碱

性、提供防腐功能等，同时可以保证面漆的均匀吸收，使油漆系统发挥最佳效果。

[0004] 例如中国专利文献CN  108976983  A（申请号为201810646070.2）公开了一种水性

环氧脂底漆，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水性环氧树脂乳液30至60份、三 聚磷酸铝10至40份、

润湿分散剂0.5至2.0份、氧化铁红8至12份、填料6至11份、防闪锈剂0.1至0.5份、  消泡剂

0.1至0.5份、无毒级助溶剂2至7份、基材润  湿剂0.1至0.5份、水1至5份、固化剂25至35份、

硅烷偶联剂1至5份、纳米级二氧化硅2至8份。该发明制得的水性环氧脂底漆能有效的保护

施工人员和生产人员的身体健康，杜绝火灾隐患，保证安全的生产和使用。

[0005] 中国专利文献CN  103436136A（申请号201310312057.0）公开了一种可室温固化的

用于工程起重机外表面涂装的水性防腐底漆，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水性树脂35～45%、

固化剂5～8%、分散剂1～3%、防锈颜料5～12%、颜料填料20～35%、防沉剂1～2%、润湿剂0.5

～1%、触变剂0.5～1%、消泡剂0.5～1%、防闪蚀剂0.1～0.8%、防霉剂0.1～0.8%、成膜助剂1

～3%、去离子水10～20%。该水性防腐底漆的漆膜可室温固化，节能环保，满足企业安全生产

的需要；油漆高固低粘，施工方便，涂层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耐水性，漆层综合性能达到同

类型油性产品性能指标。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高耐腐蚀防闪锈水性环氧底漆及其制备

方法，本发明的水性环氧底漆与多种极性底材有优异的附着力，漆膜室温固化，涂层具有良

好的耐腐蚀、耐水、耐盐雾和机械性能。

[0007] 实现本发明第一目的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高耐腐蚀防闪锈水性环氧底漆，包括树脂

部分和固化剂部分；树脂部分和固化剂部分的重量比为3︰1～5︰1。

[0008] 树脂部分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环氧乳液30～40份，助溶剂1～3份，水性超支

化树脂3～5份，基材润湿剂0.2～1份，流平剂0.2～1份，防沉剂1～2份，分散剂0.1～0.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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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填料45～55份，流变助剂0.5～1.0份，防闪锈剂0.6～1份，pH调节剂0.2～1份，去离子水2

～4份。

[0009] 固化剂部分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聚酰胺固化剂30～40份，改性聚酰胺固化

剂5～10份，去离子水50～55份。

[0010] 所述水性环氧乳液是缩水甘油醚类环氧树脂、缩水甘油酯类环氧树脂、缩水甘油

胺类环氧树脂、线型脂肪族类环氧树脂、脂环族类环氧树脂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混合物。

[0011] 所述基材润湿剂是聚醚改性有机硅或环氧乙烷加成物或氟类润湿剂中的一种或

一种以上的混合物。

[0012] 所述流平剂是有机硅、氟碳改性有机硅、丙烯酸类流平剂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

混合物；所述防沉剂是气相二氧化硅、有机膨润土、防沉蜡浆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混合

物。

[0013] 所述分散剂是改性聚丙烯酸酯高聚物、改性聚丙烯酸酯和乙烯基共聚物、高分子

量羧酸的烷醇胺盐、脂肪酸改性聚酯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混合物。

[0014] 所述颜填料是金红石型钛白粉、锐钛型钛白粉、湿涓法云母粉、超细沉淀硫酸钡、

超细滑石粉、高色素炭黑、氧化铁黄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混合物。

[0015] 所述助溶剂是乙二醇丁醚、去离子水、异丙醇、丙二醇甲醚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

混合物。

[0016] 实现本发明第二目的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高耐腐蚀防闪锈水性环氧底漆的制备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①将助溶剂加入干净容器中，边搅拌边加入基材润湿剂、防沉剂、分散剂，搅拌均匀备

用。

[0017] ②边搅拌边缓慢加入颜填料，加料完毕，预分散均匀。

[0018] ③将步骤②的预分散料移至研磨机上研磨，加入去离子水充分搅拌均匀。

[0019] ④将水性环氧乳液和水性超支化树脂在搅拌下缓慢加入步骤③得到的物料中，充

分搅拌均匀。

[0020] ⑤加入流平剂、防闪锈剂，充分搅拌均匀。

[0021] ⑥加入流变助剂。

[0022] ⑦加入pH调节剂，调节pH至7.5至8.2，制得树脂部分。

[0023] ⑧将聚酰胺固化剂和改性聚酰胺固化剂及去离子水混合，搅拌均匀，得到固化剂

部分。

[0024] 本发明具有积极的效果：

（1）本发明的高耐腐蚀防闪锈水性环氧底漆的主体树脂采用高性能水性环氧乳液，水

性环氧乳液中有许多羟基和醚键，能与底材吸引，而且固化后体积收缩率低，对金属等多种

极性底材有优异的附着力，通用性强。

[0025] （2）本发明的水性环氧底漆的固化剂包括干性极快的聚酰胺固化剂与标准干燥速

度但柔韧性好的改性聚酰胺固化剂，聚酰胺固化剂和改性聚酰胺固化剂共同对环氧乳液进

行交联改性；同时，水性环氧底漆中还引入了水性超支化树脂，水性超支化树脂具有树枝结

构的高羟基官能度树脂，与聚酰胺固化剂结合后进一步提高交联密度，因此使用本发明的

底漆涂装后得到的漆膜致密，漆膜的耐水、耐盐雾、耐腐蚀性能好；并且柔韧性好，不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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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脱落，具有优异的抗冲击性等机械性能。

[0026] （3）本发明的水性环氧底漆室温下快速固化，避免闪锈。

[0027] （4）本发明的高耐腐蚀防闪锈水性环氧底漆由于亲水性和低表面张力的原因，因

此具有突出的耐潮湿性，在湿表面和潮湿环境中可以直接涂覆施工，颜填料含量较高，易于

填充，使得其在部分带锈、带油铁件上涂覆附着力优异。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下面结合优选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本领

域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下面所具体描述的内容是说明性的而非限制性的，不应以此限制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9] （实施例1）

本实施例的高耐腐蚀防闪锈水性环氧底漆包括树脂部分和固化剂部分，树脂部分与固

化剂部分的重量比为4︰1。

[0030] 树脂部分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水性环氧乳液38份、水性超支化树脂4份、助

溶剂1.2份、基材润湿剂0.5份、流平剂0.4份、防沉剂4份、分散剂0.5份、颜填料48份、流变助

剂0.5份、防闪锈剂0.6份、pH调节剂0.3份、去离子水2份。

[0031] 所述水性环氧乳液是缩水甘油醚类环氧树脂、缩水甘油酯类环氧树脂、缩水甘油

胺类环氧树脂、线型脂肪族类环氧树脂、脂环族类环氧树脂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混合物。

本实施例中的水性环氧乳液是湛新树脂（上海）有限公司Allnex的BECKPOX  EP  387w/52WA。

[0032] 本实施例中的水性超支化树脂是北京阳光汇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YG-HBP075。

[0033] 所述助溶剂是乙二醇丁醚、去离子水、异丙醇、丙二醇甲醚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

混合物。本实施例中的助溶剂是去离子水和乙二醇丁醚，二者比例为5︰1。

[0034] 所述基材润湿剂是聚醚改性有机硅或环氧乙烷加成物或氟类润湿剂中的一种或

一种以上的混合物。本实施例中的基材润湿剂是赢创工业集团的TEGO  Twin  4100。

[0035] 所述流平剂是有机硅、氟碳改性有机硅、丙烯酸类流平剂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

混合物。本实施例中的流平剂是德国毕克化学BYK的BYK-190。

[0036] 所述防沉剂是气相二氧化硅、有机膨润土、防沉蜡浆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混合

物。本实施例中的防沉剂是德谦海名斯化学ELEMENTS的有机膨润土BENTONE  LT和赢创工业

集团EVONIK的气相法二氧化硅AEROSIL-200的混合物，二者比例为3︰1。

[0037] 所述分散剂是改性聚丙烯酸酯高聚物、改性聚丙烯酸酯和乙烯基共聚物、高分子

量羧酸的烷醇胺盐、脂肪酸改性聚酯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混合物。本实施例中的分散剂

是海明斯的FA179。

[0038] 所述颜填料是金红石型钛白粉、锐钛型钛白粉、湿涓法云母粉、超细沉淀硫酸钡、

超细滑石粉、高色素炭黑、氧化铁黄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混合物。本实施例中的颜填料采

用的是金红石型钛白粉、1250目超细煅烧高岭土、格锐湿法1250目绢云母粉GA-4、1250目沉

淀硫酸钡、1500目超细滑石粉、高色素炭黑、广西新晶科技的三聚磷酸铝APW-II、美国格雷

斯GRACE的离子交换钙SHIELDEX  CS311的混合物，混合比例为15︰8︰3︰10︰2.5︰0.05︰9︰5。

[0039] 本实施例中的流变助剂采用的是德国毕克化学的GARMITE1210毕克流变助剂。

[0040] 本实施例中的防闪锈剂采用的是德谦海名斯ELEMENTS的FA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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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本实施例中的pH调节剂采用的是陶氏化学DOW的AMP-95。

[0042] 固化剂部分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聚酰胺固化剂40份、去离子水55份、改性聚

酰胺固化剂5份。

[0043] 本实施例中的聚酰胺固化剂采用的是湛新树脂（上海）有限公司Allnex的

BECKOCURE  EH2189w/50WA，改性聚酰胺固化剂采用的是亨斯迈集团HUNTSMAN的Aradur 

3986。

[0044] 本实施例的高耐腐蚀防闪锈水性环氧底漆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①将助溶剂1.2份加入干净容器中，边搅拌边加入基材润湿剂0.5份、防沉剂4份、分散

剂0.5份，在低剪切力下（500转/分）搅拌均匀备用。

[0045] ②在低剪切力下边搅拌边缓慢加入颜填料50份，加料完毕，调高搅拌速度至2000

转/分，在高剪切力下预分散30分钟。

[0046] ③将步骤②的预分散料移至研磨机上研磨至细度小于30微米，加入去离子水2份

充分搅拌均匀。

[0047] ④将水性环氧乳液38份和水性超支化树脂4份在搅拌下缓慢加入步骤③得到的物

料中，充分搅拌均匀。

[0048] ⑤加入流平剂0.4份、防闪锈剂0.6份，充分搅拌均匀。

[0049] ⑥加入流变助剂0.5份，调整体系粘度至合适范围。

[0050] ⑦加入pH调节剂0.3份，调整pH值为8.05，从而制得树脂部分。

[0051] ⑧将固化剂组份的聚酰胺固化剂40份和改性聚酰胺固化剂56份及去离子水55份

混合，搅拌均匀，即得到固化剂部分。

[0052] 使用前，将树脂部分与固化剂部分按4︰1的配比混合均匀后涂装。

[0053] （实施例2）

本实施例的高耐腐蚀防闪锈水性环氧底漆其余与实施例1相同，不同之处在于：

树脂部分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水性环氧乳液37份、水性超支化树脂5份、助溶剂

1.0份、基材润湿剂0.5份、流平剂0.4份、防沉剂4份、分散剂0.5份、颜填料48份、流变助剂

0.5份、防闪锈剂0.8份、pH调节剂0.3份，去离子水2份。

[0054] 树脂部分与固化剂部分的重量比为3.5︰1。

[0055] （实施例3）

本实施例的高耐腐蚀防闪锈水性环氧底漆其余与实施例1相同，不同之处在于：

树脂部分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水性环氧乳液35份、水性超支化树脂5份、助溶剂

1.5份、基材润湿剂0.5份、流平剂0.4份、防沉剂4份、分散剂0.5份、颜填料48份、流变助剂

0.5份、防闪锈剂1份、pH调节剂0.3份、去离子水3.3份。

[0056] 树脂部分与固化剂部分的重量比为5︰1。

[0057] （检测例）

将实施例1至实施例3的水性环氧底漆的树脂部分与固化剂部分混合，加入适量水后喷

涂在对应的底材上，采用低温（80℃/30min）强制干燥，测得各项技术指标见表1。

[0058]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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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可见，本发明的底漆涂装后得到的漆膜致密，漆膜的耐水、耐酸碱、耐盐雾、耐腐

蚀性能好；并且柔韧性好，不开裂，不脱落，具有优异的抗冲击性等机械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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