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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冶金副产铁酸锌颜料制备防腐涂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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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工业副产铁酸锌资源高效利用问题，利用锌冶金副产铁酸锌为颜料制备一种防腐涂料。采用
XRD、SEM 等方法对颜料进行表征，研究不同颜基比条件下制备的涂料涂层的硬度、附着力等物理性质，及其
耐酸性、耐碱性以及耐盐水性等。结果表明，采用锌冶金副产铁酸锌产品作为防腐颜料是可行的。使用该铁酸
锌颜料能明显增加涂料涂层的硬度和附着力，及其涂层的耐酸性、耐碱性和耐盐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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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腐涂料中，颜料是继树脂之后又一重要

面处理，其与有机溶剂的结合性及分散性极大提

的影响因素，与树脂共同决定着涂层的物理机械

高，能有效防止所处环境中的各种侵蚀 [8-12]。美国

性能、稳定性以及涂层的耐腐蚀性等 [1-2]。涂料的

Bayer 公司曾开发了一款名为 Anticor-70 的铁酸锌

防腐作用主要有两种：物理防腐和化学防腐。其

颜料 [2]，以代替有毒颜料。不过，自然界天然铁

中，起物理防腐作用的主要是一些惰性颜料，其

酸锌矿物极少见，目前所使用的铁酸锌都是采用

主要是增强涂层的屏蔽作用；起化学防腐作用的

人工合成方法生产。显然，人工合成法生产铁酸

是牺牲型颜料和活性颜料，它们在基材上通过阴

锌存在原料成本高、生产工艺复杂、产量小、价

极保护来发挥作用，或者是通过中间体与基材发

格高等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铁酸锌的产

[3-4]

。此外，由于许多无机

量与广泛应用。事实上，锌冶金过程中会副产大

颜料具有毒性这一缺点，人们重点研究开发新的

量铁酸锌，在前期研究中，作者所在项目组基于

生交互作用来减缓腐蚀

[5]

无毒的无机颜料来代替传统的有毒颜料 ，铁酸

锌铁金属矿产资源高效绿色利用和循环经济角度，

锌颜料就是研究热点之一。铁酸锌属于 AB2O4 型

提出在不破坏铁酸锌晶体结构前提下，将铁酸锌

化合物，具有尖晶石型晶体结构，其性能优良，

从锌冶炼浸出渣中作为产品独立分离出来，已开

用途广泛。例如，铁酸锌具有烯类有机化合物氧

辟出工业副反应产物铁酸锌新的利用模式。因此，

化脱氢的催化性能，可用于高温煤气脱硫和丁烯

本文拟以锌冶金副产铁酸锌替代人工合成铁酸锌，

[6]

氧化脱氢 ；具有吸波特性，可作为隐形材料

[7]

等。在铁酸锌的各种材料特性中，实用化程度最
高的就是制备成防腐颜料。这是因为铁酸锌不含

作为颜料制备防腐涂料，并研究其相关性能，为
工业副产铁酸锌的广泛应用积累基础数据。

铅、铬等重金属，符合环保要求；且相对于锌铬

1

黄、磷酸锌、三聚磷酸铝等质量类似的产品成本

1.1 铁酸锌颜料的制取

低。研究表明，经过对铁酸锌粉体杂化处理和表

试

验

试验原料取自广西某冶炼厂含锌 54.58%、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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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6% 的锌焙砂。以硫酸为浸出剂，将锌焙砂样品

置于 500 mL 容积的烧杯中，按液固比 6:1 加入始
酸浓度 120 g/L 的硫酸溶液，将烧杯置于保持水温
85℃的 HH-S 6 型数显恒温水浴锅中，用 TP 6C-T 9

型变频调速器以 400 r /min 转速搅拌 120 min。对浸
出矿浆用 LD 5-10 型离心机在 3000 r/min 条件下离
心 3 min，再用 SHZ-CB 型环式多用真空泵抽滤机
抽滤；反复洗涤后对滤渣用 101A 型数显电热鼓风
箱热风烘干后称重、制样，最后经过粉体化处理，
即得到试验用铁酸锌颜料。
1.2 防腐涂料的制备与涂抹
称取一定质量的环氧树脂（E44）置于烧杯中，
加入 25% 的稀释剂二甲苯搅拌均匀，然后分别加
入颜基比（颜料与树脂的质量比：P/B）为 0、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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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2.1 铁酸锌颜料的 XRD 和 SEM 分析
所制得的铁酸锌颜料呈棕黄色，颜色鲜艳，
光泽明亮。其 XRD 分析结果见表 1 和图 1，图 2
是该颜料的 SEM 图。
表 1 铁酸锌颜料的 XRD 分析结果

Table 1 The XRD analysis results of zinc ferrite pigment
成分
铁酸锌
铅矾
赤铁矿
含量 /%
96
3
1

从 图 1 和 表 1 可 以 看 出， 铁 酸 锌 含 量 达
96%，此外还有 3% 的铅矾和 1% 的赤铁矿，铁酸

锌纯度较高。从图 2 可以看出，颜料产品粒径尺
寸较均匀，其基本形状为球形或椭球形，直径在
小于 1 μm，其粉体性较好。
ZnFe2O4

6%、9%、12% 的铁酸锌颜料进行充分分散均匀，

最后加入 50% 的 650 低分子聚酰胺固化剂搅拌分
散均匀。将所制得的每种颜基比的防腐涂料均匀
涂抹在 5 片马口铁上，待涂膜完全固化后，分别
进行相关性能测试。

0

1.3 性能测试与表征
采 用 Rigaku D/max 2550 型 X 射 线 粉 末 衍 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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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颜料 XRD 图谱

Fig .1 The XRD pattens of zinc ferrite pigment

仪对铁酸锌颜料进行 XRD 分析，采用 JSM-7500F
场发射扫描电镜进行 SEM 分析。硬度与附着力是
涂料涂层的物理机械性能的重要指标，根据 GB/
T6739-2006《色漆和清漆铅笔法测定漆膜硬度》利
用 6B-6H 不同硬度的铅笔对涂层硬度进行测试，
铅笔的硬度从 6B-1B、HB、1H-6H；其中 6B 表明
漆膜的硬度最软，6H 表明漆膜的硬度最硬。根据

图 2 颜料 SEM 照片

GB/T 9286-1998《色漆和清漆漆膜的划格试验》对

Fig .2

涂层的附着力进行测试，级别为 0 ～ 5 级；其中 0

2.2 涂层的物理性质

SEM photos of zinc ferrite pigment

级表明漆膜的附着力最差，5 级说明漆膜附着力最

涂层的物理性质主要考察硬度与附着力，在

好。根据 GB9274-88《色漆和清漆耐液体介质的测

不同颜基比下，测试涂层的硬度与附着力，结果

定》将马口铁约 2/3 处分别浸泡在质量分数为 10%

见表 2。

H2SO4 溶液、10% NaOH 溶液和 10% NaCl 溶液中

表 2 涂层的硬度与附着力分析结果

进行测试，一段时间后，观察涂层表面有无出现

Table 2 The coating hardness and adhesion analysis results
颜基比 /%
0
3
6
9
12
硬度
H
2H
2H
4H
4H
附着力
3.3
3.6
4.3
4.5
4.2

起泡、起皮或脱落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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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知，当涂料中未添加颜料即颜基比

2019 年

的起泡、脱落的现象；盐溶液浸泡后的涂层也有

为 0 时，涂层的硬度为 H；颜基比为 3% ～ 6% 时，

大量的区域性腐蚀现象。颜基比为 3% 时，酸碱溶

涂层的硬度为 2 H；颜基比为 9% ～ 12% 时，涂层

液浸泡后的涂层也出现了明显的区域腐蚀；盐溶

的硬度为 4 H。在添加该铁酸锌颜料后，涂层的硬

液浸泡后的涂层也有少量的区域腐蚀，但其腐蚀

度由 H 增加到 4 H，这说明添加该颜料可以增加

的程度明显较低。此后，随着涂料中的颜基比由 6%

涂层的硬度。当未使用该铁酸锌颜料时，涂层的

增加到 12%，涂层经过三种溶液浸泡后，其表面

附着力为 3.3；颜基比由 3% 增加到 9% 时，涂层

无明显腐蚀、脱落现象，呈现出良好的表面光泽，

的附着力也由 3.6 增加到 4.5；当颜基比为 12%，

表现出良好的防腐蚀能力。

涂层的附着力为 4.2。显然，添加该铁酸锌颜料后，

2.4 防腐蚀原理

涂层的附着力有了明显的增加，且颜基比为 9% 时

铁酸锌是一种尖晶石结构的化合物，其防腐

涂层的附着力最好。

原理主要是由两方面组成。一方面是屏蔽作用，

2.3 涂层的耐腐蚀性

细密的颗粒去填充漆膜结构，提高其致密性，降

图 3 ～ 5 为不同颜基比下的涂料涂层分别在

低腐蚀液体的渗透性。所以，当涂层中的颜料较

10% H2SO4 溶液、10% NaOH 溶液和 10% NaCl 溶

少时，会有点蚀现象。另一方面是化学缓蚀作用，

液中浸泡 10 d 后的结果。

颜料与金属表面生成一种钝化膜，阻止渗透进涂
层的腐蚀介质与金属反应，从而达到保护金属腐
蚀的目的。

3 结

论

采用锌冶金副产铁酸锌产品作为防腐颜料是
可行的。使用该铁酸锌颜料能明显增加涂料涂层
(a) 颜基比 0, (b) 颜基比 3%, (c) 颜基比 6%, (d) 颜基比 9%, (e) 颜基比 12%

图 3 样品耐酸性试验结果
Fig .3 The acid resistance test results of samples

的硬度和附着力，其中，当颜基比由 0 增加到 9% 时，
涂层的硬度由 H 增加到 4 H；涂层的附着力由 3.6
增加到 4.5。同时，其涂层的耐酸性、耐碱性和耐
盐水性也随着颜基比由 0 增加到 9% 而明显增强。
该铁酸锌颜料防腐蚀原理可能是通过屏蔽作用和
化学缓释作用，以增加涂料的防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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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reparation of Anticorrosive Coating Used Zinc Ferrite Pigment
as by-product in Zinc Metallu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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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ngshan,Hehei,China；2.Department of Skill Authentication,Tang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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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ed at the problem of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zinc ferrite as by-product in industry, a kind
of anticorrosive coating was prepared with the by-product zinc ferrite as pigment. The pigment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method of XRD and SEM.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such as hardness and adhesion, and
the acid resistance, alkali resistance and salt resistance of the coatings, were investigated in the different P/
B ratio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zinc ferrite as anticorrosive pigment was feasible. With the zinc ferrite
pigment, the hardness and adhesion, and the acid resistance, alkali resistance and salt resistance of the
coating could be obviously increased.
Keywords: Zinc metallurgy; Zinc ferrite; Pigment; Anticorrosive coating
（上接 134 页）

Molecular Simulation of Methane Adsorption in Kaolinite Slit
Zhang Yayi1, Fang Xiaohong1,2, Zeng Fangui1,3
(1. 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 & Engineering,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yuan, Shanxi ,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Interface Science & Engineering in Advanced Materials,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yuan, Shanxi, China; 3. Key Laboratory of Coal Science & Technology, Ministry of
Education & Shanxi Province,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aiyuan, Shanxi,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adsorption mechanism of methane in clay minerals under shale reservoirs,
the grand canonical Monte Carlo and 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 method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adsorption of methane in kaolinite slit with 2, 5, 8 nm slit width under the shale reservoirs whose buried
depth was 1, 2, 3, 4, 5 km by using Materials Studio simulation software.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s the
slit width increases, the absolute adsorption quantity of methane increases and isosteric adsorption heat
decreases; As the buried depth increases, both absolute adsorption quantity and isosteric adsorption heat
of methane increase at first, then decrease, and they reach the maximum value when the buried depth is 4
km. Isosteric adsorption heat of methane is between 7 ~ 12 kJ/mol, which is less than 42 kJ/mol indicating
that the adsorption is physical adsorption. Along the direction perpendicular to kaolinite wall, the adsorbed
methane is layered. The layer that is adjacent to kaolinite wall is the main adsorption layer, the next is
the secondary adsorption layer and then is the free layer. The order of self-diffusion coefficient of three
adsorption layers is: main adsorption layer < secondary adsorption layer < free layer.
Keywords: Methane; Kaolinite Slit; Adsorption; Slit width; Buried dep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