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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插层锌铝合金粉末及其制备的锌铝协同防

腐涂料和方法，所述插层锌铝合金粉末，由以下

方法制成：（1）将氯化锌熔盐电解液和氯化铝熔

盐电解液混合，搅拌，得混合熔盐电解液；（2）以

铜片为阴极，石墨为阳极，于混合熔盐电解液中

电沉积；（3）取出铜片，冲洗，沉积物清洗、过滤、

真空干燥，得插层锌铝合金粉末。所述锌铝协同

防腐涂料包括所述插层锌铝合金粉末、有机溶

剂、防沉剂和导电树脂。所述制备方法是将所述

插层锌铝合金粉末与有机溶剂混合，搅拌加入防

沉剂，再加入导电树脂，即成。本发明插层锌铝合

金的合金形貌及微合金化程度可控；将其应用于

锌铝协同防腐涂料，较现有热浸镀锌、锌铝防腐

涂料防腐性能更好；本发明方法低能耗、低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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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插层锌铝合金粉末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氯化锌熔盐电解液和氯化铝熔盐电解液混合，搅拌均匀，得混合熔盐电解液；

（2）以铜片为阴极，石墨为阳极，置于步骤（1）所得混合熔盐电解液中进行电沉积；所述

电沉积采用恒电位方式，具体为：初始电沉积电位为-0.15～-0.45V，电沉积30～60min后，

切换电沉积电位为-0.15～-0.45V，电沉积30～60min后，再切换回电沉积电位为-0.15～-

0.45V，如此循环切换电沉积电位进行电沉积4～8h；切换前和切换后的电沉积电位不同；

（3）将步骤（2）电沉积结束后的铜片取出，用水冲洗铜片，将冲洗下的沉积物清洗、过

滤、真空干燥，得插层锌铝合金粉末。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插层锌铝合金粉末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氯

化锌熔盐电解液由酰胺类化合物与无水氯化锌以摩尔比1:1.1～1.5配制而成，所述氯化铝

熔盐电解液由酰胺类化合物与无水氯化铝以摩尔比为1:1.0～1.5配制而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插层锌铝合金粉末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

述氯化锌熔盐电解液与氯化铝熔盐电解液以质量比1:1～2混合；所述搅拌的速度为200～

800r/min。

4.一种锌铝协同防腐涂料，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原料：防腐填料、有机溶剂、防沉剂和

导电树脂；所述防腐填料为权利要求1～3之一所得插层锌铝合金粉末或与锌粉、铝粉中的

一种或两种的混合物。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锌铝协同防腐涂料，其特征在于，各原料的重量份为：防腐填料

50～120份、有机溶剂5～30份、防沉剂1～5份、导电树脂10～60份；其中，所述防腐填料中含

有权利要求1～3之一所得插层锌铝合金粉末15～80份、锌粉0～40份、铝粉0～20份。

6.根据权利要求4或5所述锌铝协同防腐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层锌铝合金粉末的

粒径为3～5μm，纯度≥99.995%，呈椭圆羽毛状或椭圆鳞片状；所述有机溶剂为丁基溶酐乙

酸酯、甘醇乙醚醋酸酯、异佛尔酮、丁酸丁酯、二甲苯或二甲基甲酰胺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

防沉剂为聚酰胺蜡、聚烯烃蜡、蓖麻油衍生物或有机膨润土中的一种或几种。

7.根据权利要求4或5所述锌铝协同防腐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电树脂为含有导电

填料石墨烯的树脂，其中，石墨烯在导电树脂中的质量含量为0.5～1.5%；所述导电树脂中

的树脂为环氧树脂、聚苯乙烯、聚氨酯或丙烯酸树脂中的一种或两种，或其中两种树脂的复

合改性树脂。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锌铝协同防腐涂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电树脂为含有导电填料

石墨烯的树脂，其中，石墨烯在导电树脂中的质量含量为0.5～1.5%；所述导电树脂中的树

脂为环氧树脂、聚苯乙烯、聚氨酯或丙烯酸树脂中的一种或两种，或其中两种树脂的复合改

性树脂。

9.根据权利要求4～8之一所述锌铝协同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步骤：将防腐填料与有机溶剂混合，在搅拌过程中再加入防沉剂，搅拌均匀，再加入导电树

脂，搅拌均匀，即成。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锌铝协同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加入导电树脂之

前的搅拌速度均为500～700r/min，加入导电树脂之后的搅拌速度为1000～1500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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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层锌铝合金粉末及其制备的锌铝协同防腐涂料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锌铝合金粉末及其制备的防腐涂料和方法，具体涉及一种插层锌

铝合金粉末及其制备的可代替热浸镀锌的锌铝协同防腐涂料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熔盐电沉积制备电沉积覆层，是在熔融的无机盐、有机盐或者离子液体中，利用外

加的电压和电流，以及控制电流密度，在基材上获得金属镀层或合金粉末的一种制备工艺，

熔盐电沉积法不存在水化、水解和析氢等问题，无污染，目前已获得广泛使用。熔盐电沉积

法最早用于在钢铁基材上镀覆铝层，并因镀层致密、厚度可控、能耗低而迅速普及，随后研

究发现在沉积过程中铁与铝间形成了合金并依靠合金中的金属键实现紧密附着，则理论上

只需改变基材，即可将熔盐电沉积法用于获取精炼金属粉末或制备合金颗粒。自上世纪80

年代起，利用熔盐电沉积法制备镍/铝合金、锌/铁合金的工艺逐步成熟，2007年左右，国外

制备出了锌/铝合金粉末。但是，采用熔盐电沉积法制备合金，只能在沉积之前通过调配金

属熔盐电解液浓度来控制合金中各金属的含量，无法精确控制合金中的金属配比。此外，熔

盐电沉积法制备的粉末多呈尖针状，堆叠后层间空隙较大，难以起到防腐、防生物附着等方

面的效用。

[0003] 在重工业污染并伴随恶劣自然环境而形成的重污染环境中，钢结构设备腐蚀迅

速，每年因此所造成的损失超过了由火灾、地震等灾害所造成损失的总和。传统热浸镀锌产

品兼具阴极防护及屏蔽作用，抗磨耐蚀性好，易焊接，粘附性能优异，表面光亮美观，因而被

广泛地应用于交通、建筑、电力、能源、汽车、石化、家电等行业，是全球范围内应用最为广泛

的钢结构防腐蚀技术。

[0004] 热浸镀锌产品虽具有较长的使用寿命及较低的使用期维护成本，但其本身的局限

性亦同样明显。例如，（1）热浸镀锌能耗高，需加热到500℃以上，因此加工过程无法避免氧

化率高、孔隙率高的缺陷，导致使用过程易出现点蚀现象，留下安全隐患；（2）热浸镀锌难以

控制镀层厚度，无法用于精密零件的加工；（3）热浸镀锌产品的表面处理要求高，工艺繁琐，

既提高了热浸镀锌的生产周期及成本，也易引入杂质造成潜在危害。此外，热浸镀锌生产过

程中会逸出大量重金属粉尘、强酸蒸汽，破坏环境，危害操作人员健康，国家为此已出台相

关政策限制热浸镀锌这一生产工艺。因此，出于对性能、生产工艺、政策、环境等多方面的综

合考量，热浸镀锌并非是钢结构防腐的合适方法。

[0005] 防腐蚀涂料是缓解腐蚀的最有效手段之一，使用方便，价格低廉。防腐蚀涂料品种

繁多，以冷涂锌最为优异，冷涂锌干膜锌含量高于96%，抗腐蚀性、耐热性、耐用性都非常突

出，但冷涂锌涂刷后呈灰色，并不具备锌的亮银色的金属光泽。而如CN103952026  A（一种水

溶性锌铝防腐涂料及其制备方法）、CN101899254  A（一种无铬锌铝防腐涂料及制备方法）、

CN105820677  A（一种纳米级环保高插层水性改性防腐涂料及其制备方法）等专利及其所转

化的产品，则通过引入光亮金属、降低锌粉含量的方式来改善防腐涂料的外观，但此举牺牲

了部分防腐性能。这类锌铝防腐涂料仅将锌、铝作为填料按一定比例添加入树脂中，由于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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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铝粉的粒径、形状不同，在干燥后颗粒间易出现空隙，难以保证干燥涂层的致密度，也易

造成涂层脱落的现象。同时，由于锌铝的自腐蚀电位不同，腐蚀速率不同，也难以实现锌铝

的协同防腐作用。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缺陷，提供一种比例可

控、形貌可调节的插层锌铝合金粉末。

[0007] 本发明进一步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缺陷，提供一种耐

盐雾、耐热、耐冲击性能优异，漆膜附着力、柔韧性好，便于施工，表面美观，环保节能的锌铝

协同防腐涂料。

[0008] 本发明更进一步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缺陷，提供一种

工艺简单、含量可控的锌铝协同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

[0009]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插层锌铝合金粉末，由以下

方法制成：

[0010] （1）将氯化锌熔盐电解液和氯化铝熔盐电解液混合，搅拌均匀，得混合熔盐电解

液；

[0011] （2）以铜片为阴极，石墨为阳极，置于步骤（1）所得混合熔盐电解液中进行电沉积；

[0012] （3）将步骤（2）电沉积结束后的铜片取出，用水冲洗铜片，将冲洗下的沉积物清洗、

过滤、真空干燥，得插层锌铝合金粉末。

[0013] 优选地，步骤（1）中，所述氯化锌熔盐电解液由酰胺类化合物与无水氯化锌以摩尔

比1:1.1～1.5（更优选1:1.11～1.20）配制而成，所述氯化铝熔盐电解液由酰胺类化合物与

无水氯化铝以摩尔比为1:1.0～1.5（更优选1:1.2～1.4）配制而成。所述熔盐电解液配制时

的搅拌速度为400～800r/min。

[0014] 优选地，所述酰胺类化合物为甲酰胺、丙酰胺或碳酰胺等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5] 优选地，步骤（1）中，所述氯化锌熔盐电解液与氯化铝熔盐电解液以质量比1:1～2

混合。通过改变氯化锌、氯化铝熔盐电沉积液的比例即可控制合金中的锌铝含量，若氯化锌

熔盐电解液的比例过高，则易造成锌沉积过快，若氯化铝熔盐电解液的比例过高，则易造成

铝沉积过快，比例不佳将直接导致插层程度不足，难以制备出符合要求的合金。

[0016] 优选地，步骤（1）中，所述搅拌的速度为200～800r/min（更优选250～400r/min）。

在所述搅拌速度范围内，即可使得搅拌均匀，又可防止溶液飞溅。

[0017] 优选地，步骤（2）中，所述电沉积采用恒电位方式，具体为：初始电沉积电位为-

0 .15～-0 .45V，电沉积30～60min（更优选40～50min）后，切换电沉积电位为-0 .15～-

0.45V，电沉积30～60min（更优选40～50min）后，再切换回电沉积电位为-0.15～-0.45V，如

此循环切换电沉积电位进行电沉积4～8h（更优选5～7h）。交替改变沉积电位即可改变锌铝

共沉积情况，实现锌、铝合金晶粒插层生长，进而控制合金形貌及微合金化程度。

[0018] 优选地，步骤（3）中，所述沉积物即插层锌铝合金；清洗方式为用丙酮、清水依次冲

洗沉积物；过滤是指将冲洗下来的沉积物用聚四氟乙烯滤膜过滤≥2次。

[0019] 本发明插层锌铝合金在制备过程中，通过对熔盐溶剂比例、沉积电压、沉积时间等

因素的调节，改变锌/铝合金中各元素的含量，并使锌/铝合金呈现出不同形态。

说　明　书 2/8 页

4

CN 106947983 B

5



[0020] 本发明进一步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锌铝协同防腐涂料，

包括以下原料：防腐填料、有机溶剂、防沉剂和导电树脂；所述防腐填料为所述插层锌铝合

金粉末或与锌粉、铝粉中的一种或两种的混合物。

[0021] 优选地，所述锌铝协同防腐涂料各原料的重量份为：防腐填料50～120（更优选70

～100）、有机溶剂5～30份（更优选15～25份）、防沉剂1～5份（更优选1.5～3.0份）、导电树

脂10～60份（更优选35～55份）；其中，所述防腐填料中含有所述插层锌铝合金粉末15～80

份、锌粉0～40份、铝粉0～20份。

[0022] 优选地，所述插层锌铝合金粉末的粒径为3～5μm，纯度≥99.995%，呈椭圆羽毛状

或椭圆鳞片状。本发明所述插层锌铝合金是指锌、铝间层合金。

[0023] 优选地，所述有机溶剂为丁基溶酐乙酸酯、甘醇乙醚醋酸酯、异佛尔酮、丁酸丁酯、

二甲苯或二甲基甲酰胺等中的一种或几种。

[0024] 优选地，所述防沉剂为聚酰胺蜡、聚烯烃蜡、蓖麻油衍生物或有机膨润土等中的一

种或几种。

[0025] 优选地，所述导电树脂为含有导电填料石墨烯的树脂，其中，石墨烯在导电树脂中

的质量含量为0.5～1.5%。

[0026] 优选地，所述导电树脂中的树脂为环氧树脂、聚苯乙烯、聚氨酯或丙烯酸树脂中的

一种或两种，或其中两种树脂的复合改性树脂。所述导电树脂中的树脂进一步优选为丙烯

酸改性聚氨酯。

[0027] 本发明锌铝协同防腐涂料可应用于防腐涂料体系中。

[0028] 本发明更进一步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锌铝协同防腐涂料

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防腐填料与有机溶剂混合，在搅拌过程中再加入防沉剂，搅

拌均匀，再加入导电树脂，搅拌均匀，即成。

[0029] 优选地，加入导电树脂之前的搅拌速度均为500～700r/min，加入导电树脂之后的

搅拌速度为1000～1500r/min。

[003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31] （1）本发明采用电沉积法制备插层锌铝合金，利用不同电位下各金属沉积速率不

同的特点，通过交替改变沉积电位以改变锌铝共沉积情况，实现锌、铝合金晶粒的插层生

长，并可通过沉积电位、电沉积时间、熔盐电解盐比例等多种路径综合控制合金形貌及微合

金化程度；将所述插层锌铝合金应用于防腐涂料，较现有热浸镀锌、锌铝防腐涂料，在

ISO12944-2-1998标准所述C4环境下，本发明防腐涂料的防护年限可由现有的15年提高到

20年；

[0032] （2）本发明锌铝协同防腐涂料涂装后干膜中锌铝插层合金含量可达到90%以上，且

合金中锌铝比例可调可控，表干时间0.5h以内，实干时间2h以内，耐盐雾、耐热、耐冲击性能

优异，漆膜附着力、柔韧性好，可采用涂刷的方式施工，操作简单，表面美观光亮，产品厚度

可控，易于修补，有较好的装饰性能，对环境及操作人员友好，与现有热浸镀锌、锌铝防腐涂

料相比，本发明锌铝协同防腐涂料避免了锌铝防腐涂料的高孔隙率的缺陷，有效解决了锌

铝协同防腐问题；

[0033] （3）本发明方法避免了热浸镀锌涂料制备过程中的高能耗、高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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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4]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1插层锌铝合金粉末10μm尺度下的SEM图；

[0035]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1插层锌铝合金粉末1μm尺度下的SEM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7] 本发明实施例所使用的丙烯酸改性聚氨酯含有石墨烯1%，按照CN  103265661  A

《一种涂膜镀锌的包覆和导电树脂》中实施例1的方法制备；本发明实施例所使用的化学试

剂，如无特殊说明，均通过常规商业途径获得。

[0038] 参考例1

[0039] 氯化锌熔盐电解液的制备方法是：将90份甲酰胺、120份碳酰胺和480份无水氯化

锌在600r/min的速度下搅拌均匀，即成；所述酰胺类化合物与无水氯化锌的摩尔比为1.13:

1。

[0040] 氯化铝熔盐电解液的制备方法是：按重量份，将90份甲酰胺、120份碳酰胺和399份

无水氯化铝在600r/min的速度下搅拌均匀，即成；所述酰胺类化合物与无水氯化铝的摩尔

比为1.34:1。

[0041] 参考例2

[0042] 氯化锌熔盐电解液的制备方法是：按重量份，将90份甲酰胺、146份丙酰胺和480份

无水氯化锌在500r/min的速度下搅拌均匀，即成；所述酰胺类化合物与无水氯化锌的摩尔

比为1.13:1。

[0043] 氯化铝熔盐电解液的制备方法是：按重量份，将90份甲酰胺、146份丙酰胺和390份

无水氯化铝在500r/min的速度下搅拌均匀，即成；所述酰胺类化合物与无水氯化铝的摩尔

比为1.37:1。

[0044] 参考例3

[0045] 氯化锌熔盐电解液的制备方法是：按重量份，将146份丙酰胺、120份碳酰胺和480

份无水氯化锌在700r/min的速度下搅拌均匀，即成；所述酰胺类化合物与无水氯化锌的摩

尔比为1.13:1。

[0046] 氯化铝熔盐电解液的制备方法是：按重量份，将146份丙酰胺、120份碳酰胺和390

份无水氯化铝在700r/min的速度下搅拌均匀，即成；所述酰胺类化合物与无水氯化铝的摩

尔比为1.37:1。

[0047] 插层锌铝合金粉末实施例1

[0048] （1）将100kg参考例1氯化锌熔盐电解液和160kg参考例1氯化铝熔盐电解液混合，

在300r/min的转速下搅拌均匀，得混合熔盐电解液；

[0049] （2）以铜片为阴极，石墨为阳极，置于步骤（1）所得混合熔盐电解液中，进行电沉

积，所述电沉积采用恒电位方式，具体为：初始电沉积电位为-0.20V，电沉积45min后，切换

电沉积电位为-0.40V，电沉积45min后，再切换回电沉积电位为-0.20V，如此循环切换电沉

积电位进行电沉积6h；

[0050] （3）将步骤（2）电沉积结束后的铜片取出，用水冲洗铜片，先将冲洗下的沉积物用

丙酮、清水依次冲洗，再将冲洗下来的沉积物用聚四氟乙烯滤膜过滤3次，真空干燥，得插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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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铝合金粉末1，粒径为3～5μm，纯度≥99.995%。

[0051] 由图1、2可知，沉积完的合金粉末多呈椭圆形鳞片状，部分呈椭圆形羽毛状，在分

辨率为1μm的扫描电镜中，可看出沉积的金属粉末表面粗糙，存在多处凸起，表明沉积过程

中，合金是以已沉积的颗粒为晶粒，继续向四周生长形成的。

[0052] 插层锌铝合金粉末实施例2

[0053] （1）将100kg参考例2氯化锌熔盐电解液和100kg参考例2氯化铝熔盐电解液混合，

在250r/min的转速下搅拌均匀，得混合熔盐电解液；

[0054] （2）以铜片为阴极，石墨为阳极，置于步骤（1）所得混合熔盐电解液中，进行电沉

积，所述电沉积采用恒电位方式，具体为：初始电沉积电位为-0.40V，电沉积40min后，切换

电沉积电位为-0.20V，电沉积40min后，再切换回电沉积电位为-0.40V，如此循环切换电沉

积电位进行电沉积5h；

[0055] （3）将步骤（2）电沉积结束后的铜片取出，用水冲洗铜片，先将冲洗下的沉积物用

丙酮、清水依次冲洗，再将冲洗下来的沉积物用聚四氟乙烯滤膜过滤3次，真空干燥，得插层

锌铝合金粉末2，粒径为3～5μm，纯度≥99.995%。

[0056] 插层锌铝合金粉末实施例3

[0057] （1）将100kg参考例3氯化锌熔盐电解液和100kg参考例3氯化铝熔盐电解液混合，

在350r/min的转速下搅拌均匀，得混合熔盐电解液；

[0058] （2）以铜片为阴极，石墨为阳极，置于步骤（1）所得混合熔盐电解液中，进行电沉

积，所述电沉积采用恒电位方式，具体为：初始电沉积电位为-0.40V，电沉积50min后，切换

电沉积电位为-0.20V，电沉积50min后，再切换回电沉积电位为-0.40V，如此循环切换电沉

积电位进行电沉积7h；

[0059] （3）将步骤（2）电沉积结束后的铜片取出，用水冲洗铜片，先将冲洗下的沉积物用

丙酮、清水依次冲洗，再将冲洗下来的沉积物用聚四氟乙烯滤膜过滤4次，真空干燥，得插层

锌铝合金粉末3，粒径为3～5μm，纯度≥99.995%。

[0060] 锌铝协同防腐涂料实施例1～4

[0061] 锌铝协同防腐涂料实施例1～4原料及其质量配比如表1所示。

[0062] 表1  锌铝协同防腐涂料实施例1～4原料及其质量配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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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0064] 注：表中“-”表示未添加。

[0065] 锌铝协同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实施例1～4

[0066] 按照表1，分别按照实施例1～4的原料及质量，将防腐填料与有机溶剂混合，在

600r/min的转速下搅拌，搅拌过程中再加入防沉剂，继续以600r/min的转速搅拌至分散均

匀，再加入导电树脂，在1300r/min的转速下搅拌均匀，即成。

[0067] 对比例1

[0068] （1）以铜片为阴极，石墨为阳极，置于651g氯化铝熔盐电解液中，进行电沉积，所述

电沉积采用恒电位方式，在电沉积电位为-0.20V下，电沉积6h；

[0069] （2）将步骤（1）电沉积结束后的铜片取出，用水冲洗铜片，将冲洗下的沉积物用丙

酮、清水依次冲洗，再将冲洗下来的沉积物用聚四氟乙烯滤膜过滤2次，真空干燥，得精炼铝

粉。

[0070] 将78kg所得精炼铝粉与8kg丁基溶酐乙酸酯和12kg丁酸丁酯混合，在600r/min的

转速下搅拌，搅拌过程中加入1.6kg聚酰胺蜡和0.4kg蓖麻油衍生物，继续以600r/min的转

速搅拌至分散均匀，再加入50kg丙烯酸改性聚氨酯，在1300r/min的转速下搅拌均匀，得防

腐涂料。

[0071] 对比例2

[0072] （1）以铜片为阴极，石墨为阳极，置于732g氯化锌熔盐电解液中，进行电沉积，所述

电沉积采用恒电位方式，在电沉积电位为-0.40V下，电沉积6h；

[0073] （2）将步骤（1）电沉积结束后的铜片取出，用水冲洗铜片，将冲洗下的沉积物用丙

酮、清水依次冲洗，再将冲洗下来的沉积物用聚四氟乙烯滤膜过滤3次，真空干燥，得精炼锌

粉。

[0074] 将78kg所得精炼锌粉与8kg丁基溶酐乙酸酯和12kg丁酸丁酯混合，在600r/min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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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速下搅拌，搅拌过程中加入1.6kg聚酰胺蜡和0.4kg蓖麻油衍生物，继续以600r/min的转

速搅拌至分散均匀，再加入50kg丙烯酸改性聚氨酯，在1300r/min的转速下搅拌均匀，得防

腐涂料。

[0075] 对比例3

[0076] 将78kg锌粉与8kg丁基溶酐乙酸酯和12kg丁酸丁酯混合，在600r/min的转速下搅

拌，搅拌过程中加入1.6kg聚酰胺蜡和0.4kg蓖麻油衍生物，继续以600r/min的转速搅拌至

分散均匀，再加入50kg丙烯酸改性聚氨酯，在1300r/min的转速下搅拌均匀，得防腐涂料。

[0077] 分别将实施例1～4锌铝协同防腐涂料、对比例1～3防腐涂料按照标准喷涂于20×

40mm马口铁上，控制膜厚为40μm。再按照以下检测标准检测相应的项目：漆膜附着力（划格

法）：GB  9286-88；漆膜耐磨性（500g，1000转）：GB  1768-89；相对密度：GB  6750-86；旋转粘

度：GB  9751-88；材料质量固体含量：GB  1725-79（89）；干燥时间（表干/实干）：GB  1728-79

（89）；抗冲击性：GB  1732-93；摩擦板（抛丸未涂材料）抗滑移系数μ（表1中简称A，取值为平

均值），摩擦板（抛丸＋喷涂材料50μm）抗滑移系数μ（表1中简称B，取值为平均值），摩擦板

（抛丸＋喷涂材料70μm）抗滑移系数μ（表1中简称C，取值为平均值）：GB  50205-2001；耐盐雾

试验：ASTM  B117-94；颜色及外观：GB  1729-79。

[0078] 各检测项目的性能检测结果如表2所示。

[0079] 表2实施例1～4锌铝协同防腐涂料、对比例1～3防腐涂料涂膜后的性能检测结果

表

[0080]

[0081] 由表2中实施例1～4涂料涂膜后的性能检测结果可知，随着锌铝插层合金粉末含

量降低，锌粉、铝粉含量升高，其干燥时间提高，耐腐蚀性能有所下降并最终接近于纯含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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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料的效果，这表明锌铝插层合金粉末的防腐蚀效果要优于纯锌以及锌/铝混合体系，而将

实施例1～4与对比例1～3涂料涂膜后的颜色及外观进行对比，锌铝插层合金粉末在涂膜中

仍保有其原材料铝的光亮特性，具有一定的装饰效果。

[0082] 由表2可知，本发明锌铝协同防腐涂料实施例1～4的耐磨性都介于对比例1精炼铝

粉和对比例3锌粉之间，这表明锌铝插层合金对涂膜的耐磨性介于纯锌与纯铝之间；但对比

盐雾试验，锌铝插层合金粉末的耐腐蚀性能要优于纯锌及纯铝，这表明合金粉末有效实现

了锌、铝的复合，在内部形成新的电位差，有效阻碍了腐蚀现象的出现及腐蚀程度的恶化。

[0083] 总而言之，锌铝插层合金粉末硬度介于纯锌与纯铝之间，在涂装后，可以有效附着

在树脂基层上并起到抗磨的作用；锌铝插层合金粉末中的锌、铝成分分布均匀，在内部形成

新的电势差，可以进一步阻碍电子传导，有效阻碍了腐蚀现象的出现及腐蚀程度的恶化；同

时，锌铝插层合金粉末在涂膜中仍保有其原材料铝的光亮特性，具有一定的装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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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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