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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分散性富锌漆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邓静伟1 , 唐囡1 , 尹桂来1 , 刘志雷2 , 刘光明2
(1. 国网江西省电力科学研究院, 南昌 330096; 2. 南昌航空大学, 南昌 330063)

摘摇 要: 目的摇 提高锌粉在富锌漆中的分散性。 方法摇 利用硅烷偶联剂 KH550 与过量环氧树脂 E鄄44 反
应制备长链分散剂,之后与锌粉砂磨接枝,制得高分散性锌浆液;以有机膨润土与气相二氧化硅作为防沉
剂,在二甲苯+正丁醇混合溶剂中高速分散后,加入改性锌浆和其它助剂,高速搅拌制得富锌漆 A 组份;B

组份为聚酰胺 650 固化剂。 将 A,B 组份混合,制备涂层,测试涂层的性能。 结果摇 加入分散剂后,漆膜附
着力由不加分散剂时的 2 级升高到 1 级,柔韧性由 3 mm 减小为 2 mm,抗冲击性能由 30 kg·cm 提高到 50
kg·cm,电化学阻抗性能提升 1 倍以上。 结论摇 由高分散性涂料制备的富锌涂层具有良好的综合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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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Preparation and Properties of High Dispersed Zinc鄄rich Co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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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摇 To improve the dispersion of zinc in zinc鄄rich coating. Methods摇 The high dispersed zinc
slurry was prepared by zinc powder and dispersant, which was obtained by the reaction between KH550 and epoxy un鄄
der sanded conditions. The part A of zinc鄄rich coating was first prepared by mixing bentonite and aerosol in dimethyl鄄

benzene and butanol under high stirring conditions, then the prior prepared zinc slurry and other auxiliary agents were
added and stirred. Part B of zinc鄄rich coating was polyamide 650 dissolved in mixed solvents. Part A and B were final鄄

ly mixed to make the coating. Results摇 Comparing the properties of the coatings with or without the dispersant, we
found that the adhesion changed from level 2 to level 1, flexibility decreased from 3 mm to 2 mm, shock resistant in鄄

creased from 30 kg·cm to 50 kg·cm, and the 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was doubled. Conclusion摇 The coating
prepared by high dispersed zinc鄄rich paint showed good comprehensive properties.
KEY WORDS: zinc鄄rich coating; coupling agent; dispersant

摇 摇 富锌涂料是一种最常用的重防腐底漆,涂层中的

锌粉至少要占干膜质量的 77% 。 德国则要求更高,要

在富锌涂料中,为保证涂层具有一定的导电性能,美国

涂层,其抗渗透、附着力等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锌

锌粉可以对钢铁基材起到牺牲阳极的保护作用 [1—5] 。
钢铁结构涂装协会( SSPC) 规定:有机富锌漆干膜中的

求达到干膜质量的 85. 4% [6] 。 对于如此高固含量的
粉在涂料体系中的分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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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锌粉分散性最常用的方法是在涂料中加入防
沉剂。 虽然该方法可以起到防沉降效果

[7—8]

,但锌粉

试性能。

1. 3摇 测试与表征

1)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 采用 KBr 压片法,利用

是无机填料,与树脂的界面结合力差,因此锌粉颗粒与
树脂的界面处存在缺陷,这会导致涂层的力学性能及
抗渗透性能变差。 对锌粉表面进行改性可以提高界面
结合力,但目前相关的研究并不多。 曾凡辉等在富锌

德国 Bruker 有限公司 V70 型傅立叶红外光谱仪( FT鄄
IR) 对分散剂进行表征。

2) 附着力。 用画格器测试,画格间距 1 mm。
3) 硬度。 用铅笔硬度计进行测试。

涂料中加入硅烷偶联剂对锌粉进行表面改性,提高了

4) 抗冲击强度。 用落锤式冲击试验机测试。

其在涂料中的分散性及涂层的附着力,大幅度提高了
涂层的耐盐雾性能 [9—11] ;刘福春等通过球磨高分子分
散剂与纳米锌粉制备高分散性纳米锌浆的方法,提高
了富锌底漆的防腐性能 [12] 。 上述方法分别是利用短
链硅烷偶联剂和高分子分散剂与锌粉表面发生化学反
应,从而实现锌粉表面改性的,其接枝的分子链比较短
或者没有反应性基团,因此改性锌粉颗粒与树脂基体
形成的键合作用力小,对涂层性能的改进有限。 文中
利用硅烷偶联剂 KH550 与过量环氧 E鄄44 反应,制备
长链状分散剂,希望与锌粉反应后具有更好的分散效
果,以提高涂层的附着力、致密性及耐蚀性能。

1摇 实验
1. 1摇 主要原料

环氧树脂 E鄄44,工业级,福建省南平市双龙化工

有限公司;环氧树脂 E鄄20,工业级,江苏三木化工;硅

试。

5) 柔韧性。 用 QTY鄄32 漆膜圆柱弯曲试验器测
6) 耐盐雾性能。 采用 3. 5% ( 质量分数) NaCl 溶

液,pH = 6. 88。 喷雾用量为经 24 h 喷雾后,每 80 cm2

面积上约为 l. 6 mL / h。 试验箱内温度为(35 依2) 益 ,
相对湿度为 90% 以上,喷雾器压力为 110 kPa,试样被
测试面与垂直方向呈 30毅夹角。

7) 耐水性。 100 益 自来水浸泡,记录涂层起泡或

脱落的时间。

8) 电化学阻抗。 涂层试样在室温下分别浸泡 3,

45,88,142,188,284 h 后,利用 Parstat 2273 电化学工
作站测定阻抗谱,浸泡期间每天更换介质溶液。 腐蚀
介质为 3. 5% ( 质量分数) NaCl 溶液,测试时采用三电
极体系,频率范围为 0. 01 ~ 1. 00伊10 5 Hz。 利用 ZSimp鄄
Win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

烷偶联剂 KH550,工业级,江苏晨光偶联剂有限公司;

2摇 结果与讨论

土,工业级,浙江安吉天龙有机膨润土有限公司;气相

2. 1摇 分散剂的表征

锌粉,500 目,天津市宏利达锌品有限公司;有机膨润
二氧化硅, 工 业 级, 扬 州 昊 能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聚 酰 胺

长链状分散剂为硅烷偶联剂 KH550 中的胺基与

650,工业级,上海尧山实业有限公司;磷铁粉,工业级,

过量环氧树脂 E鄄44 反应制得,利用偶联剂中的硅氧键

溶剂,均为市售工业级。

性,从而提高涂层的附着力、致密性和整体抗蚀性能。

郑州汇金粉体科技有限公司;二甲苯、正丁醇、丙酮等

1. 2摇 涂料制备

将一定量的硅烷偶联剂 KH550 与环氧树脂 E鄄44

按照摩尔比 1 颐 6 混合,加入二甲苯与正丁醇的混合溶

对锌粉表面进行改性,可以提高锌粉在涂料中的分散
图 1 为硅烷偶联剂及长链状分散剂 KH550鄄E44 的红
外谱图。

剂( 质量比 7 颐 3) ,在 80 益 加热反应 2 h,室温搅拌 8 h

后,获得长链分散剂。 按比例加入锌粉,经高速砂磨机
球磨 50 min,过滤后,制得改性料浆,备用。

将环氧树脂 E鄄20 加热溶解到二甲苯与正丁醇的

混合溶剂中,加入一定量的有机膨润土和气相二氧化
硅,于 3150 r / min 条件下高速搅拌 15 min,之后加入改
性锌浆、磷铁粉、流平剂、消泡剂,继续搅拌 30 min,补
充混合溶剂,调节至适当黏度, 得组份 A。 将聚酰胺

650、促进剂苯酚溶解到一定量混合溶剂中,得组份 B。
将组份 A 与组份 B 按照一定比例混合,搅拌均匀后熟
化 20 min,在热镀锌试片上喷涂,室温固化 7 天后,测

图 1摇 KH550 及分散剂 KH550鄄E44 的红外谱图
Fig. 1 FTIR spectra of KH550 and KH550鄄E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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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KH550 的谱图中,3360 cm -1 处出现了—NH 伸

缩振动峰,2978 ~ 2890 cm -1 处为亚甲基伸缩振动吸收
峰,1590 cm -1 处为胺基面内弯曲振动吸收峰,967 cm -1

处为 Si—OC2 H5 中硅氧键的伸缩振动吸收峰 [13] ,780
cm -1 处为胺基面外弯曲振动吸收峰。

当 E鄄44 中的环氧基与 KH550 中的胺基反应后,

在 3420 cm -1 处出现了 E鄄44 中羟基的吸收峰,其强度
大于胺基的吸收峰,位置重叠。 2978 ~ 2890 cm -1 处为

甲基 和 亚 甲 基 伸 缩 振 动 吸 收 峰。 1610, 1580, 1510,

1450 cm -1 处为 E鄄44 上苯环骨架伸缩振动的特征吸收

峰,与胺基的面内弯曲振动吸收峰位置重叠,但从其峰
型判断,在 1580 cm -1 处的苯环吸收峰尖锐,与胺基的

宽吸收峰不同。 967 cm -1 处保留了硅氧键的吸收峰,
表明反应过程中,硅氧键没有被破坏。 913 cm -1 处出
现了 环 氧 基 团 的 吸 收 峰, 而 780 cm -1 处 没 有 出 现
KH550 谱图上的伯胺基面外弯曲振动吸收峰,可能是
由于 KH550 上的伯胺与 E鄄44 的环氧基发生了反应的
缘故。

上述分析表明,KH550 已经与环氧 E鄄44 发生反

应,生成了长链状分散剂。

2. 2摇 分散剂对涂层性能影响
按照前述涂料制备方法,改变分散剂用量( 以占环
氧树脂质量的百分比计) 制备涂料。 固化膜中锌粉的
质量分数为 78% ,厚度为(80 依5) 滋m。 测试涂层的性
能,结果见表 1,涂层耐水性试验后的形貌如图 2 所示
( 图上发白的部分为未浸入水中部分) 。

图 2摇 涂层试样耐水试验 168 h 后的形貌
Fig. 2 Pictures of coating samples after
Water resistance tests for 168 h

韧性也提高到了 2 mm,附着力为 1 级,耐水性和耐盐
雾性能同样在较好水平。 而继续增加分散剂用量至

40% 时,涂层柔韧性和抗冲击强度反而下降了,这可能
是由于树脂体系中含有大量的 E鄄44 环氧树脂,短链的
分子结构提高了树脂的交联密度,增加了涂层的脆性。

图 3 和图 4 为分散剂含量不同的涂层样品的电化

学阻抗谱测定结果。 图 5 为等效电路图,R s ,C p ,R po ,
C d 和 R d 分别为溶液介质电阻、涂层电容、涂层表面微
孔电阻、涂层 / 基材界面双电层电容、基体金属腐蚀反
应线性极化电阻。 从图 3 可以看出,无论是哪种富锌
涂层,浸泡 3 h 的阻抗谱都出现了 2 个时间常数,即高
频端的大容抗弧和低频区的小容抗弧,前者代表电荷

表 1摇 分散剂用量对富锌涂层性能的影响

Tab. 1 Effects of dispersant ratios on the properties
of zinc鄄rich coatings

传递过程及反应涂层抗渗透的能力,后者代表反应电
极界面产物的生成过程 [14] 。

对于未加分散剂制得的涂层,如图 3a 所示,随着

分散剂用量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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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泡时间的延长,高频区容抗弧的半径逐渐减小,表明

抗冲击强度
/ ( kg·cm)

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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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附着力 / 级

4
2

4

4

4

4

已经渗入到涂层与基材界面。 从其对应的阻抗 Bode

柔韧性 / mm
硬度( H)

3

3

1

2

1

2

1

1

耐水性(168 h) 起小泡 起小泡 起小泡 起小泡 不起泡

涂层对电解质溶液的阻挡能力逐渐变弱,电解质溶液
图( 图 4a) 也可以看出,随着浸泡时间的延长,阻抗值
呈现逐渐降低趋势。

对于加 入 不 同 用 量 分 散 剂 制 得 的 涂 层, 无 论 是

耐盐雾(500 h) 无变化 无变化 无变化 无变化 无变化

Nyquist 图,还是 Bode 图,都保持了与不加入分散剂时

氧 E鄄20 体系涂层力学性能较差,附着力为 2 级,抗冲

cm2 之间,与不加入分散剂时的相差不大,并没有 1 个

摇 摇 结合表 1 和图 2 可知,锌粉质量分数为 78% 的环
击强度只有 30 kg·cm,柔韧性能为 3 mm,但其耐水性
和耐盐雾性能较好,100 益 水浴 168 h 刚刚起小泡,盐
雾试验 500 h 表面不起泡。 当树脂中加入 10% 的分散
剂后,涂层的抗冲击强度和附着力明显提高,分别达到

40 kg·cm 和 1 级,而柔韧性未明显提高,耐水性和耐
盐雾性能依旧维持在较高水平。 进一步提高分散剂用
量至 20% 和 30% 时,涂层冲击强度达到 50 kg·cm,柔

相似的趋势,浸泡 3 h 时的阻抗值都在 10 5 ~ 10 6 赘·
数量级以上的提升。 当分散剂用量为 20% 时,涂层阻
抗值相对最大,比不加分散剂时提高了 1 倍,这可能是

由于分散剂起到了连接锌粉颗粒与树脂基体的作用,
增强了其抗渗透性能,随着腐蚀时间的增长,相比其它
样品保持了相对较高的阻抗值。 而当分散剂用量为

40% 时,涂层阻抗性能相对最差,浸泡 45 h 的阻抗值

已经小于 10 5 赘·cm2 , 这可能是由于漆膜中存在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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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摇 分散剂含量不同的涂层 Nyquist 图

Fig. 3 Nyquist plots of the coatings with different content dispersant

图 4摇 分散剂含量不同的涂层 Bode 图

Fig. 4 Bode plots of the coatings with different content dispersant

通过电化学阻抗分析可知,虽然加入分散剂后,锌

粉与树脂之间的界面结合有所增强,但由于锌粉含量
高,仅有少量的环氧树脂填充在锌粉之间,形成的有机
涂层薄,致使小分子物质容易渗透,相比一般有机涂层
图 5摇 等效电路

的阻抗值较小 [15] 。 这说明富锌漆不能单独作为防腐

散剂有部分硅氧烷基没有反应,而遇水后发生水解反

氨酯漆) 等结合使用,发挥各自的优点,才能起到良好

Fig. 5 Equivalent electric circuit diagrams of the coatings

应的缘故。

涂料使用,必须与其它中间漆( 如云铁漆) 、面漆( 如聚
的防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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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摇 结论
1) KH550 与环氧 E鄄44 反应制备的分散剂可以显

著提高富锌涂料的力学性能,使其具有良好的附着力、
柔韧性和抗冲击性能,延长涂层的防护时间。

2) 在树脂中加入 20% 的分散剂,对涂层的抗渗透

性改善最为明显。

3) 由于富锌涂层中填料量大, 无论是加入分散

剂,还是不加入分散剂,单独使用的防腐效果都不佳,
必须与中间漆、面漆结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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