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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联剂对氧化铁红粉体的表面改性
沈远, 刘京雷, 侯峰, 徐宏, 任衍伦
( 华东理工大学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上海 200237)
摘摇 要: 目的摇 研究硅烷偶联剂 KH鄄560 与钛酸酯偶联剂对氧化铁红粉体的改性效果。 方法摇 采用硅烷
偶联剂 KH鄄560 与钛酸酯偶联剂对超细氧化铁红粉体进行改性,同时与未改性的粉体进行比较,对比研究
粉体的亲油化度、吸油值、粒度分布、疏水性及分散情况。 结果摇 改性后,氧化铁红粉体的细化程度、团聚
状况都有一定的改善。 粉体由改性前的亲水性变为亲油性,在有机体系中的分散性能得到了提高。 结论
硅烷偶联剂 KH鄄560 与钛酸酯偶联剂都能有效改善铁红粉体的表面性能,而钛酸酯偶联剂的改性效果优
于 KH鄄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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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face Modification of Iron Oxide Red Powder Using Coupling Agent
SHEN Yuan, LIU Jing鄄lei, HOU Feng, XU Hong, REN Yan鄄lun
( 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Power Engineering,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modification effects of iron oxide powder by the silane coupling agent KH鄄560 and titanate
coupling agent. Methods Fine iron oxide red powder after modification was compared with the unmodified powder. Lipophilic de鄄

gree and oil鄄absorbed value were studied, and the modification effects were analyzed by CILAS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analyzer,
SEM and contact angle meters. Results The degree of refinement of iron oxide red powder was effectively improved and the agglom鄄

erates of the powder were reduced, the powder was changed from hydrophilic into lipophilic after modification, and the dispersing
performance of the powder in the organic system was improved. Conclusion The two modifiers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urface
performance of the fine iron oxide red powder. Besides, the modification effect of titanate coupling agent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KH鄄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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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超细粉体具有粒度小、比表面积大、表面活性强、

黑( FeO) x ·( Fe2 O3 ) y 、铁棕( Fe,CR) 2 O3 ,因其无毒、

,但它同时具有热力学不稳定性,极易

次于钛白粉的第二大无机颜料 [3] 。 在氧化铁颜料中,

化学反应速度快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涂料、光电、催
化等领域

[1—2]

发生团聚,从而应用性能受到严重影响,所以提高超
细粉体的分散性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氧化铁颜料,包括铁红 Fe2 O3 、铁黄 FeO( OH) 、铁

化学稳定性好、能吸收紫外线等优点而成为使用量仅
铁红的产量和用量最大,它具有优异的热稳定性和耐
候性,并且价格低廉。 文中使用钛酸酯偶联剂及硅烷
偶联剂对超细氧化铁红进行改性 [4] ,并分析改性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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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拟为铁红的改性提供一些启示。

体,改性后的产品可以在有机相中稳定均匀地分散。

1摇 铁红的改性

水中,然后逐滴加入甲醇,直至颗粒全部湿润,即液体

硅烷偶联剂

[5—7]

亲油化度一般的测试方法为:将 1 g 粉体置于 50 mL

改性铁红的具体过程如下:硅烷

偶联剂 KH鄄560 ( 南京新淮科技有限公司) 与无水甲
醇、水的比例为 1 颐 2 颐 0. 5,KH鄄560 的用量为铁红质
量的 1. 5% ,加入偶联剂前用醋酸调节 pH 到 3 ~ 5

[8]

,

水解 5 ~ 10 min;再在三口烧瓶中装入铁红粉体,将水
解液滴加到粉体表面,并加入一定量的无水甲醇,将
三口烧瓶接上冷凝管,在 80 益 恒温水浴箱(501A 型)

表面不再有漂浮粉体,此时记录甲醇加入量 V( mL) ,
则亲油化度 = V / (50+V) 伊100% 。

实验中测得钛酸酯偶联剂改性、KH鄄560 改性和

未改性的氧化铁红亲油化度分别为 31. 2% ,19. 1% ,

8. 4% 。 可见改性后,粉体的亲油化度显著提高。

2. 3摇 吸油值

取改性前后的三种氧化铁红粉体各 100 g,分别

内用 JJ鄄1 型精密增力电动搅拌器高速搅拌 2 h;最后

置于洁净的表面皿上,缓慢滴加邻苯二甲酸二辛酯

以上。

粉体完全团聚。 去除多余的 DOP,称取团聚物质的质

超声波清洗仪洗涤、抽滤,在 120 益 干燥箱内干燥 2 h
钛酸酯偶联剂

[9]

改性铁红的具体过程如下:先将

DN鄄101 型烷氧型钛酸酯偶联剂( 南京通宁化工有限

(DOP) ,同时用玻璃棒搅拌,直至样品刚好全部浸润,
量,多出的质量即为粉体的吸油值。 吸油值会影响粉
体在有机体系中对助剂的吸收,吸油值大,则液体助

公司) 与无水乙醇按质量比 1 颐 1 混合搅拌均匀,钛酸

剂的用量需加大,因此吸油值越低,改性效果越好。

化铁红,并加入适量的乙醇,在 95 益 恒温水浴箱内高

未改性的氧化铁红吸油值分别为 23. 8,28. 8,33. 9 g。

h 以上。

积、表面能相关 [14] 。 一般而言,比表面积越大,即粉

酯偶联剂用量为氧化铁红质量的 1. 5%

[10]

;再加入氧

速搅拌 30 min 以上;最后洗涤、抽滤,在 120 益 干燥 2

实验中测得,钛酸酯偶联剂改性、KH鄄560 改性和

吸油值与粉体颗粒间的空隙及粉体的分布、 比表面
体越细,吸油值越大,但粉体分布越均匀,堆积密度越

2摇 分析及结果讨论

大,吸油值就越低,同时粉体表面能越低,吸附能力也
越低。 实验说明,改性使粉体分布更加均匀,并且显

2. 1摇 改性机理

著降低了粉体的表面能。

摇 摇 硅烷偶联剂改性氧化铁红粉体的机理是:硅烷偶
联剂分子 R—SiX3 中的 X 部分首先在水中水解成多
羟基硅醇,然后与粉体表面的羟基( 铁红粉体表面存
在水或自由羟基) 缩合而牢固结合,另一端则被吸附
或与有机物分子反应。 钛酸酯偶联剂的化学通式为
( RO) m —Ti—( OX—R忆—Y) n , 其 烷 氧 基 ( RO) m —可

2. 4摇 粒度分布
通过粒度分布仪测得氧化铁红改性前后的粒度

分布,如图 1 所示。

从图 1 可以看出,钛酸酯偶联剂改性的铁红粉体

粒度分布窄,直径较大的颗粒较少,累积分布曲线斜
率较大,说明粉体集中于粒度较小的范围。 通过体积

直接与铁红表面少量或微量的羟基化学作用而发生

分布曲线可以看出,未改性铁红粉体在粒度大的范围

包覆,使铁红粉体表面有机化,从而改善其亲油性和

所占比例较大。 硅烷偶联剂改性的铁红粉体介于钛

与有机物的相容性

[11]

,降低铁红界面的表面能,使粉

体易于被有机介质润湿和分散
学稳定性

[13]

。

[12]

,并提高粉体的化

2. 2摇 亲油化度
超细粉体一般为表面亲水性,在油性有机介质中
难以稳定存在。 改性是利用改性剂的亲水基与材料
表面的羟基发生脱水反应,使粉体材料接上改性剂的
亲油基团而具有亲油性。 去掉溶剂后,就得到改性粉

酸酯偶联剂改性与未改性的铁红粉体之间。 钛酸酯
偶联剂改性、KH鄄560 改性及未改性的铁红粉体体积
平均粒径分别为 11. 160,19. 713,22. 704 滋m。 表 1 给
出了粉体改性前后的比表面积、d(0. 1) 和 d(0. 5) 数
据,可以看出,改性后的氧化铁红粉体团聚明显有所
改善。

2. 5摇 透水性及接触角
润湿性通过润湿接触角来体现, 接触角越大, 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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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钛酸酯偶联剂改性的氧化铁红压片吸水时间达到

120 min,硅烷偶联剂改性的氧化铁红压片吸水时间
为 20 min,而未改性的氧化铁红压片吸水时间只有 50
s,说明氧化铁红改性后的疏水性确实优于改性前。

通过 DSA鄄30 研究型接触角测量仪,更能直观地

观察到改性铁红粉体的疏水性。 如图 2 所示,钛酸酯
偶联剂改性铁红压片与水的接触角达到 133毅,硅烷偶
联剂改性铁红压片与水的接触角为 117毅。 未改性铁
红压片由于吸水太快,无法测出接触角。

图 2摇 铁红压片与水的接触角

Fig. 2 The contact angle between water and iron oxide red tablet

2. 6摇 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
在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观察铁红粉体改性前后的

分散状态,如图 3 所示。 可以发现,钛酸酯偶联剂改性
铁红粉体的分散优于硅烷偶联剂改性铁红粉体,未改
性铁红粉体的分散最差,且团聚比较明显,颗粒较大。
图 1摇 氧化铁红的粒度分布

Fig. 1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iron oxide red
表 1摇 铁红粉体改性前后的粒度参数
Tab. 1 Particle size parameters of Red iron oxide pow鄄
der before and after modification

铁红粉体
未改性

KH鄄560 改性

钛酸酯偶联剂改性

比表面积
/ ( m2 ·g -1 )

d(0. 1) d(0. 5)
/ 滋m

/ 滋m

1. 93

0. 995

15. 171

4. 20

0. 418

6. 686

2. 39

0. 813

13. 969

水性就越好,因此如果有机改性剂对无机粉体的改性
效果越好,则改性粉体与水的接触角就越大。 实验中
采用透水试验来测定粉体的疏水性或润湿性

[15]

,通过

DSA鄄30 接触角测量仪测定改性粉体与水的接触角。

透水试验的具体步骤是:采用压片机,在 12 MPa

的压力下将等质量改性前后的氧化铁红粉体压制成
相同规格的圆片,然后往每块圆片上滴加相同质量的
去离子水,测定水珠被圆片完全吸收的时间。 实验测

图 3摇 铁红粉体的分散效果

Fig. 3 The dispersion effect of iron oxide red powder

3摇 结论
1) 氧化铁红粉体经过 DN鄄101 型烷氧型钛酯偶

联剂或硅烷偶联剂 KH鄄560 改性,综合性能得到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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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

2) 氧化铁红经两种改性剂改性后的亲油化度及

吸油值均优于改性前,钛酸酯偶联剂改性的氧化铁红
亲油化度达到 31. 2% ,吸油值降低了 29. 8% 。

3) 偶联剂改性使得氧化铁红由亲水性变成疏水

性,其中硅烷偶联剂改性氧化铁红压片的透水时间高
达 120 min,与水的接触角达到 133毅,呈现很强的疏水
性质。

4) 粒度分布仪测定结果表明,改性剂有效降低

了粉体的团聚。

5) DN鄄101 型烷氧型钛酸酯偶联剂对氧化铁红

的改性效果明显优于硅烷偶联剂 KH鄄560,并且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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