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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综述了水性环氧树脂的研究进展，重点总结了水性化环氧树脂的制备方法，介绍了水性化环氧树脂涂料的应用，并

展望了水性化环氧树脂的研究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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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Waterborne Epoxy Resins was reviewed and the preparation methods of
waterborne epoxy resins were emphatically summarized. At the same time, the application of waterborne
epoxy coatings was introduced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waterborne epoxy resins was 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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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环氧树脂（EP）、酚醛树脂（PF）和不饱和聚酯树脂

是三大通用型热固性树脂。其中环氧树脂是在 1930 年

由瑞士 Pierre Castan 和美国 SOG reenlee 合成的，1947
年美国 DeVe-Ray nolds 公司率先开始了工业化生产，
从此环氧树脂就在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 环氧树脂具有优良的物理、 机械、电绝缘性能及

对各种材料的粘接性能，广泛应用于涂料、 复合材料、
浇铸料、胶黏剂、模压材料和注射成型材料等领域 [1-2]。
随着工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
不含或少含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以及不含有害空

气污染物（HAP）的体系已成为新型材料的研究方向[3]，
因此水性环氧树脂越来越受到重视。

水性环氧树脂是指通过物理或化学的方法使环氧

树脂以微粒或液滴的形式分散在以水为连续相的分散

介质中而获得的稳定分散体系。 与传统的环氧树脂相

比，水性环氧树脂不仅能满足当前环境保护的要求，而

且操作性能较好， 尤其是它与其他水性体系材料配合

使用，可以达到相互弥补、充分发挥各自性能的目的。
水性环氧树脂的突出优势还表现在它既可以在室温

下，又可以在潮湿的环境中固化，有合理的固化时间，
并有较高的交联密度。 但是水性环氧树脂的缺点也非

常明显，固化过程中水挥发相对较慢，从而使得树脂体

系的表干时间变长；此外水的表面张力较高，对于除油

不净的底材而言，两者的浸润性更差。如何实现更好的

浸润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4]。

1 水性环氧树脂的制备方法
尽管环氧树脂本身含有一定数量的极性基团，但

是由于它本身带有较长的非极性分子主链， 使其不能

很好地分散在水中， 所以制备水性环氧树脂要向其分

子中引入强亲水链或者在其体系中加入亲水的组分，
从而制成稳定的水性环氧树脂。 目前制备水性环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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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的方法主要有机械法、相反转法、化学法等。
1.1 机械法

机械法又称直接乳化法， 它是指用球磨机、 胶体

磨、匀浆器等设备将固体环氧树脂先磨成μm 级的环

氧树脂粉末，在加热的条件下加入含乳化剂的水溶液，
然后通过较强的机械搅拌即可得到水性环氧树脂乳

液。 采用此种方法制备的环氧树脂乳液， 其特点是工

艺简单，乳化剂用量少，成本比较低，有一定的应用优

势；但是乳液中环氧树脂分散相微粒的粒径比较大（通

常达 50μm 左右）[5]，粒子的形状也不规则，而且分布

较宽，所以乳液的稳定性较差，同时粒子之间容易发生

相互碰撞而产生团聚，并且乳液的成膜性也不好。
1.2 相反转法

相反转法[6]是目前制备高分子树脂乳液比较普遍

的方法， 几乎可将所有的高分子树脂借助于外加乳化

剂的作用并通过物理乳化的方法制得相应的乳液 [7]。
通过改变水相的体积， 将聚合物从油包水的状态转变

为水包油的状态， 是一种有效的将高分子水基化的方

法[ 8-9]。 相反转法制备水性环氧树脂乳液首先是在高速

剪切作用下将环氧树脂和乳化剂均匀混合， 然后在一

定的剪切作用下向体系中滴加蒸馏水， 随着蒸馏水的

增加，整个体系从油包水向水包油转变，使体系形成稳

定的水可稀释体系。在相反转点附近，整个体系的物理

性质会发生一系列显著变化，如体系的黏度降低、导电

性增强、 界面张力降低和乳液的分散相尺寸较小等[10]；
可以通过体系的导电率和黏度来判断相反转是否完

全。 同时利用这一特点， 我们能在相反转点附近制备

出分散相尺寸很小的乳液， 而且该乳化过程可在室温

环境下进行[11]。 对于一些相对分子质量较高的环氧树

脂， 则需要通过加热熔化以及加入一定量的有机溶剂

溶解之后再进行乳化[12-13]。
相反转法的关键在于制备合适的环氧树脂乳化

剂，然后用乳化剂对环氧树脂进行乳化，再得到水性环

氧树脂乳液。 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比较多，Zhou H R
等 [14]以聚乙二醇 400 与环氧树脂 E-44 为原料合成乳

化剂， 将环氧树脂 E-44 乳化成水包油的稳定水基乳

液。 张道洪等[15]采用 E-11 型乳化剂和相反转技术制备

水溶性双酚 A 型环氧树脂乳液。孟校威等[16]以 OP-10、
SP-60 与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组成复合乳化剂， 用相反

转法乳化液态 E-51 制得了水性环氧树脂乳液，该乳液

放置 1 个月后会发生沉降但未破乳，3 个月后摇匀，仍

可重新分散，基本上可以满足现场施工要求。刘兢科等
[17]将环氧树脂加入到含水的二乙烯三胺中，然后在 50
~ 60℃下反应一定时间、并搅拌，再加入聚乙二醇缩水

甘油醚和丁基缩水甘油醚反应得到乳化剂，再对 E-51

进 行 乳 化 得 到 水 性 环 氧 树 脂 乳 液 。 Xu J 等 [18] 用

Pluronic 嵌段共聚物作为乳化剂， 将环氧树脂制成水

性乳液，并对相反转点进行了观察和研究。
在相反转法中合成特定的乳化剂是关键， 对于乳

化剂而言，HBL（亲水亲油平衡值）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所以在选择乳化剂时须考虑 HBL 值， 要选择合适的、
乳化性能优良的乳化剂， 使其与环氧树脂有较好的相

容性，从而使反应得到的体系更加稳定。但是乳液的性

能受多种因素影响，比如乳化剂的用量、乳化剂加入的

时间、蒸馏水的加入量、滴加速率等。
相反转法的特点是分散粒子的粒径小， 分散相的

平均粒径一般在 1 ~ 2μm[19]，成膜性能好。相反转法相

对机械法粒径分布较窄、稳定性更好，而且制备方法简

单、操作方便，运用此技术得到的乳液性能更加优良。
1.3 化学改性法

化学改性法又称自乳化法。 环氧树脂带有环氧基

团，其活性较大，容易发生反应，所以一般会向环氧树

脂主链上引入强亲水基团， 使其成为亲水亲油的两相

聚合物，从而使环氧树脂很好地分散在水中。常见的亲

水改性剂是含有羧基、磺酸基、硫酸基、磷酸基、氨基、
胺基的化合物。亲水基团的浓度、亲水基团的性能以及

水的滴加速率和环氧树脂的相对分子质量等因素都对

乳液的性能有所影响[20]。 化学改性法的特点是在不需

要外加乳化剂的情况下使树脂乳化得到水性树脂乳

液， 而且乳液的粒径也比较小， 可以达到几十到几百

nm，所以乳液的稳定性、成膜性能和物化性能都比较

好，而且乳液不存在破乳现象，与其他几种方法相比，
化学改性法得到的乳液性能优良。 化学改性法又可以

分为酯化反应型、醚化反应型和接枝反应型 3 种类型。
1.3.1 酯化反应型

酯化反应型是向环氧树脂中引入含有羧酸基团的

化合物，进行酯化反应。其反应的本质是氢离子首先将

环氧环极化，然后以酸根离子进攻环氧环，使其发生反

应。酯化反应型有以下几种可行的方法：1）用不饱和脂

肪酸与马来酸酐反应， 中间产物与环氧树脂进行酯化

反应，然后中和未反应的羧基；也可以用不饱和脂肪酸

与环氧树脂反应，然后再与马来酸酐反应；2）在一定条

件下，用环氧树脂和羧酸反应，再加入一定量的二酸，
可以得到含游离羧酸基团的环氧酯， 然后用有机胺进

行中和反应；3）磷酸和环氧树脂反应生成环氧磷酸酯，
然后用胺中和得到不易水解的稳定分散体。 Massigil
等[21]通过环氧树脂与磷酸进行反应得到了水性环氧树

脂；4）环氧树脂与丙烯酸树脂发生酯基转移反应，或环

氧树脂与丙烯酸单体溶液反应， 将丙烯酸接枝于环氧

树脂上，2 种方法都可以得到水乳液；5）环氧树脂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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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化的报告目前是比较少见的， 一般都是用亚硫酸

氢钠来参加反应， 亚硫酸氢钠可以用来对相对分子质

量较小的环氧树脂磺化水性化。
酯化法的缺点是随着时间的增加酯化产物中的酯

键会水解，进而导致体系不稳定，目前解决这一缺点的

方法是通过形成 C C， 将带有羧酸基团的化合物接

枝到环氧树脂上。
1.3.2 醚化反应型

醚化反应型是亲核试剂进攻环氧环上的 C 原子

进行反应。现有的可行方法大概有 3 种：1）环氧树脂和

对位羟基苯甲酸甲酯进行反应， 然后中和水解得到水

性环氧树脂乳液；2）环氧树脂与巯基乙酸反应，再中和

水解制得水性环氧树脂乳液； 3）氨基苯甲酸与环氧树

脂反应，产物可稳定分散于合适的胺水混合溶剂中。杨

花娟等 [22]用乙醇胺与环氧树脂 E-44 开环反应在树脂

分子侧链上引入伯羟基。 美国杜邦公司[23]利用醚化反

应制得了一种水性环氧树脂体系，用于涂料的底漆，性

能优良。
1.3.3 接枝反应型

自由基接枝改性法是采用双酚 A 型环氧树脂与

丙烯酸酯类化合物在过氧化物引发剂的引发下反应，
从而引入亲水基团，然后加入中和剂得到水性乳液。用

于接枝的单体一般有极性强的亲水基团羧基， 然后通

过中和来实现水性化得到水性环氧树脂乳液。 通常采

用的单体有苯乙烯、丙烯酸、丙烯酸甲酯、甲基丙烯酸

甲酯、丙烯酸丁酯、甲基丙烯酸、马来酸酐等，这些单体

同时可以用来调整基础树脂的韧性、 耐候性等性能。
Robison[24]采用自由基接枝改性法将丙烯酸单体接枝

到环氧树脂上，得到了不容易水解的水性环氧树脂，这

样得到的树脂既具有环氧基团的高反应性， 又具有丙

烯酸酯较好的特性，两者的优势互补。 惠云珍等[25]以丙

烯酸和苯乙烯去接枝按一定比例混合的 2 种自制的不

同相对分子质量的环氧树脂， 讨论了各种因素对乳液

性能的影响， 得到了最佳的合成工艺。 美国瓦尔斯巴

（Valspar） 有限公司用环氧树脂与水分散性丙烯酸类

树脂进行自由基反应， 制得一种有效防止铁与非金属

底材腐蚀、具有低 VOC 的水性涂料组合物[26]。 江传力

等 [27]用 E-44 型环氧树脂与改性剂 2- 丙烯酰胺 -2- 甲

基丙磺酸反应， 从而在环氧树脂分子中引入亲水性的

分子链段，然后得到水性环氧树脂乳液。目前也有人用

磷酸与环氧树脂反应再与丙烯酸接枝共聚， 得到比环

氧树脂直接接枝的产物稳定性更好的水性乳液。

2 水性环氧树脂的应用
水性环氧树脂与溶剂型的环氧树脂相比还是存在

一些不足之处， 不过通过改性技术手段可以制备出性

能优异的水性环氧树脂涂料[28]。
2.1 防腐涂料

金属的腐蚀问题十分严峻， 由此造成的损失非常

大，每年的金属腐蚀占金属总量的 20%，所以防腐已

经成为研究的重点。 环氧树脂结构中含有大量的苯环

和醚键，结构十分致密，使漆膜具有很好的耐化学品和

耐油性，说明环氧树脂本身就具有防腐蚀功能。水性环

氧铁红防锈漆、水性环氧磷酸锌防锈漆、水性环氧富锌

底漆和水性环氧云母防锈漆等都是已经商品化的水性

防腐涂料。 国外的水性环氧树脂防腐涂料已经有了很

大的进步， 甚至已经将水性环氧树脂防腐涂料列在重

防腐的范畴[29]。
2.2 罐头内壁涂料

用于罐头内壁涂料最基本的要求是无毒、 耐水性

好、附着力好。 目前在我国罐头行业中，水性涂料和粉

末涂料已经广泛使用。但是粉末涂料的涂层较厚、粉料

回收利用率低、前期的设备投资大，而水性环氧树脂涂

料不存在这些缺点，而且符合灌装涂料的要求，所以得

以运用。 施雪珍等[30]用对氨基苯甲酸改性环氧树脂，采

用相反转的方法以及用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作为乳化剂

制备出了一种罐头用的水性环氧涂料。
2.3 工业地坪涂料

工业地坪涂料是水性环氧树脂涂料的重要用途。
因为水性环氧树脂涂料无毒，气味小，形成的涂层表面

很容易清洗， 可以代替溶剂型环氧树脂涂料作为高性

能的环境适应型地坪涂料，特别适合在医院、食品厂、
超市和化妆品厂等需要保持高度清洁的场所使用。
2.4 木器漆

双组分体系的水性环氧树脂涂料， 涂膜固化后具

有较高的硬度和很好的抗刮伤性， 配制成清漆就可以

用于木质地板、家具、机械、厨房等方面，代替广泛使用

的溶剂型聚氨酯水晶地板漆和聚酯家具漆， 同时配制

成色漆可以代替溶剂型环氧树脂和聚氨酯磁漆。
2.5 核设施用漆

以水作为分散介质的水性环氧树脂涂料， 不含挥

发性有机溶剂或者含量特别低，不燃，储存、运输和使

用过程的安全性也特别高， 同时形成的涂膜很容易去

除放射性污染， 水性环氧树脂涂料良好的复涂性可以

方便核电站的多次装修， 所以水性环氧树脂在这方面

的应用前景十分广泛。
2.6 防水材料和防渗堵漏材料

水性环氧树脂涂料与水泥、 沙子配合使用可用作

防水材料， 环氧的交联网络和水泥的水固化使得该防

水材料具有良好的防渗堵漏效果， 可以用于屋顶地面

的裂缝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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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混凝土封闭底漆

水性环氧树脂涂料在无机基体的防护和装饰方面

的应用广泛，在水泥里加入环氧树脂乳液，等到水泥固

化之后可以明显地提高伸张强度、耐冲击性、耐化学品

性和对底材的附着力， 减少液体和气体腐蚀介质的渗

透性，有利于水泥地面的平整。

3 结语
水性环氧树脂是当今涂料工业研究的热点之一。

目前在合成水性环氧树脂方面已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但也存在许多不足， 今后的工作要通过改性来弥补这

些不足，从而制得性能优良的水性环氧树脂。随着我国

涂料技术的不断发展， 研发出高性能的水性环氧树脂

一定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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