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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凹土的提纯方法，包括步

骤：(1)粉末初选；(2)酸化处理；(3)碱化处理；

(4)络合处理；(5)漂白，得到白色所述凹土。本发

明具有工艺简单，易操作等特点，且能够在不影

响凹凸棒石粘土原有性能的前提下，提高粉末的

纯度，纯度高达98.5％，白度达到95％，为凹土棒

粘土粉末的应用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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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凹土的提纯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破碎研磨后的原凹土矿物在550-650℃下焙烧活化得到原凹土，然后向原凹土中

加水并球磨，得到凹土浆液，最后向凹土浆液中加入水、六偏磷酸钠和聚丙烯酸并混匀，静

置，得到上层凹土浆液；

(2)将步骤(1)中得到的上层凹土浆液加入酸液，然后在80-100℃的条件下活化处理，

最后离心并过滤洗至中性，得到酸化凹土浆液；

(3)将步骤(2)中得到的酸化凹土浆液pH调整至6-8，混匀、静置，去上层得到凹土悬浮

液；

(4)向步骤(3)中得到的凹土悬浮液中添加乙二胺四乙酸二钠和碳酸钠并混匀，并使凹

土悬浮液中的杂质与多价金属离子络合成稳定的水溶性络合物，离心、过滤、烘干，然后研

磨过筛，得到初凹土；

(5)将步骤(4)中得到的初凹土配制成矿浆并加入还原剂，在60-80℃、超声搅拌的条件

下反应，反应后经离心、过滤、烘干，得到白色的所述凹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纯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六偏磷酸钠和聚丙烯

酸的质量浓度均为2-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纯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酸液与上层凹土浆液的质

量比为0.5-1: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纯方法，其特征在于：酸液的体积浓度为5-1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纯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采用向酸化凹土浆液中加

入加入NaOH溶液的方式来调整pH至6-8。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纯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采用吸附和电化学作用使

凹土悬浮液中的杂质分离并与多价金属离子络合成稳定的水溶性络合物。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纯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所述还原剂为三氯化钛和

草酸一种或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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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土的提纯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无机材料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凹土的提纯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凹凸棒石粘土(凹土)是以一种层链状过渡结构的含水富镁硅酸盐(凹凸棒石)为

主的黏土矿产，高粘剂凹土以其优异的增稠性、悬浮性、悬挂性被广泛应用于发达国家的涂

料、油漆行业中，具有非常高的使用价值，但由于凹土通常与白云石、方解石、石英、蛋白石

等矿物质共生，因此降低了凹土粉末的纯度，直接影响其使用效果和使用范围。

[0003] 目前，对凹土粉末进行提纯的工艺方法也有相关研究，美国专利No：6446601采用

聚丙烯酸纳在溶液中对凹土粉末进行分散提纯的方法提高粉末的纯度，提高其使用效率，

国内也有相关报道，金叶玲等(CN：1562865A)采用物理化学法进行除杂提纯制备高纯凹土

的方法，以化学制剂配制成一定浓度的水溶液，在温度和机械力的作用下，与凹土充分分散

和反应，提高凹土的纯度。但这些方法工艺较复杂，而且凹土在水溶液中难以充分悬浮，表

面易发生聚合反应形成死凝结，影响提纯效果。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凹土的提纯方法，该提纯方法解决了现有的提纯技

术中工艺复杂、提纯效果差的问题。

[0005] 技术方案：本发明的凹土的提纯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将破碎研磨后的原凹土矿物在550-650℃下焙烧活化得到原凹土，然后向原凹

土中加水、六偏磷酸钠和聚丙烯酸进行球磨，得到凹土浆液，静置24h，凹土浆液分成上层澄

清层，中间凹土悬浮层以及下层沉降层，通过移液器取到中间凹土悬浮层。

[0007] (2)将步骤(1)中得到的中间凹土悬浮层加入酸液，然后在60-80℃的条件下酸化

处理，静置6-10h，用移液器取中间悬浮层，得到酸化凹土浆液。

[0008] (3)向步骤(2)中得到的酸化凹土浆液中添加适量氢氧化钠进行碱化处理，用水洗

至pH值到中性，静置6-10h，用移液器取中间悬浮层，得到碱化凹土浆液。

[0009] (4)向步骤(3)中碱化凹土浆液加入乙二胺四乙酸二钠和碳酸钠并混匀，并使凹土

悬浮液中的杂质与多价金属离子络合成稳定的水溶性络合物，离心、过滤、在100-120℃下

烘干，然后研磨过120目筛，得到初凹土。

[0010] (5)将步骤(4)中得到的初凹土配制成矿浆并加入还原剂，在60-80℃水浴中搅拌

的条件下反应，反应后经离心、过滤、烘干，得到白色的所述凹土。

[0011] 步骤(1)中，破碎研磨后的原凹土矿物需过120目筛，优选在600℃焙烧活化1h，按

照原凹土与水的质量比为1：0.8-1的比例加入水，优选原凹土与水质量比1：0.8，六偏磷酸

钠和聚丙烯酸添加量为凹土质量的2-5％。

[0012] 步骤(2)中，酸液与中间凹土悬浮层的质量比为0.5-1:1，酸液的体积浓度为5-

10％，优选10％，优选由硫酸和磷酸混合组成的酸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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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步骤(3)中，采用向酸化凹土浆液中加入NaOH溶液的方式来调整pH至6-8。乙二胺

四乙酸二钠和碳酸钠的添加量是酸化凹土浆液质量的百分之2-5％

[0014] 步骤(4)中，采用吸附和电化学作用使凹土悬浮液中的杂质分离，所述还原剂为三

氯化钛和草酸一种或两种。其中，还原剂加入的量为初凹土的质量浓度的10-15％。

[0015] 综上所述，凹土的提纯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16] (1)粉末初选：将原凹土矿物粉破碎研磨，过120目筛，送入高温马沸炉中在550-

650℃焙烧活化1h得到原凹土，按照原凹土与水的质量比为1：0.8-1的比例加入水，加入原

凹土质量的2-5％的六偏磷酸钠和2-5％的聚丙烯酸加入球磨机中以100转/分低速进行研

磨2-4h处理，取出凹土浆液。静置24h，凹土浆液分成上层澄清层，中间凹土悬浮层以及下层

沉降层，通过移液器取到中间凹土悬浮层。

[0017] (2)酸化处理：将中间凹土悬浮层加入体积比浓度5-10％的混酸液，依酸和凹土浆

液质量比0.5-1：1加入，混酸液由硫酸和磷酸按照1:1混合组成，在80-100℃的水浴中用十

字搅刀搅拌器以500r/min搅拌2-4h，酸化处理1-3h，得到酸化凹土浆液；

[0018] (3)碱化处理：将酸化凹土浆液加入5-8％质量浓度的NaOH溶液，调整悬浮液的pH

值至6-8，再用十字搅刀搅拌器以500r/min搅拌2-4h，静置10h后，分离凹凸棒粘土悬浮液和

沉积杂质层，得到碱化凹土浆液。

[0019] (4)络合处理：将碱化凹土浆液添加质量浓度5-8％的乙二胺四乙酸二钠和质量浓

度5-8％的碳酸钠，用十字搅刀搅拌器以500r/min搅拌2-4h，通过吸附和电化学作用使得凹

土棒粘土粉末中的白云石、石英等杂质分离，且与铁、铜、钙、镁等多价离子络合成稳定的水

溶性络合物，离心并进行过滤，在100-120℃下烘干，然后研磨过120目筛，得到初凹土；

[0020] (5)漂白：将初凹土配成矿浆，放入三口烧瓶中，加入初凹土质量2-5％还原剂三氯

化钛和草酸，放入60-80℃水浴中搅拌3h反应。反应后经离心、过滤，在100-120℃下烘干，得

到白色凹土。

[0021] 首先利用马沸炉中在600℃焙烧处理，提高凹土活性，疏松凹土结构，通过研磨超

声等处理破坏凹土结构，将凹土矿附着泥沙等杂质充分分离，在48h静置后取上层凹土浆

料，达到初步提纯效果。

[0022] 再利用活性剂作为分散剂，进入凹凸棒粘土晶面之间，使晶体层间结合力变弱，晶

体叠层松解，利用乙二胺四乙酸二钠作为提纯剂，施加适当的机械作用，通过吸附和电化学

作用使得凹凸棒粘土与伴生矿如白云石、铁矿石、石英等杂质分离，通过碳酸钠与铁、铜、

钙、镁等多价离子螯合成稳定的水溶性络合物，利用其络合作用来防止由金属引起的变色，

从而达到改善凹土棒粘土粉末颜色的目的，获得性能优良的凹凸棒粘土。

[0023] 本发明采用在水溶液中利用活性剂与凹土棒粘土进行充分反应，再利用无机盐与

凹土棒粘土粉末中的杂质的电化学作用达到除杂提纯的效果。

[0024] 本发明的主要特征在于首先利用活性剂吸附在凹土棒粘土表面，使得凹土棒粘土

粉末在水中充分分散，再利用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盐可与钙、镁离子形成络合物促使碳酸盐

溶解以去除碳酸盐，而不改变凹凸棒石的性质和结构；在凹土棒粘土粉末中加入碳酸钠，利

用碳酸钠中Na离子和分散均匀的凹土棒粘土悬浮液中的Ca离子进行交换，产生碳酸钙沉

淀，将凹土棒粘土悬浮液中的Ca离子去除；通过离心作用去除密度较大的石英和过滤最终

悬浮液，通过干燥作用获得高纯的凹土棒粘土粉末，通过三氯化钛和草酸粉末的还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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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凹土粉末进行漂白处理。

[0025] 有益效果：1、本发明具有工艺简单，易操作等特点，且能够在不影响凹凸棒石粘土

原有性能的前提下，提高粉末的纯度；2、通过XRD、TEM进行能谱分析，测算其主要化合物的

百分含量，得到凹土的纯度高达98.5％，通过白度仪，得到凹土白度达到95％；3、为凹土棒

粘土粉末的应用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发明中实施例1中提纯前后凹土的XRD对比图谱；

[0027] 图2是本发明中实施例1中提纯前后凹土的SEM图，未提纯凹土(a)和提纯凹土(b)。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实施例1

[0029] 凹土的提纯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0] (1)粉末初选：将原凹土矿物粉破碎研磨，过120目筛，送入高温马沸炉中在550℃

焙烧活化1h得到原凹土，按照原凹土与水的质量比为1：0.8的比例加入水，加入原凹土质量

的2％的六偏磷酸钠和2％的聚丙烯酸加入球磨机中以100转/分低速进行研磨2h处理，取出

凹土浆液，静置24h，凹土浆液分成上层澄清层，中间凹土悬浮层以及下层沉降层，通过移液

器取到中间凹土悬浮层。

[0031] (2)酸化处理：将中间凹土悬浮层加入体积比浓度5％的混酸液，依酸和凹土浆液

质量比0.5：1加入，混酸液由硫酸和磷酸按照1:1混合组成，在80℃的水浴中用十字搅刀搅

拌器以500r/min搅拌2h，酸化处理1h，得到酸化凹土浆液；

[0032] (3)碱化处理：将酸化凹土浆液加入5％质量浓度的NaOH溶液，调整悬浮液的pH值

至6，再用十字搅刀搅拌器以500r/min搅拌2h，静置10h后，分离凹凸棒粘土悬浮液和沉积杂

质层，得到碱化凹土浆液。

[0033] (4)络合处理：将碱化凹土浆液添加质量浓度5％的乙二胺四乙酸二钠和质量浓度

5％的碳酸钠，用十字搅刀搅拌器以500r/min搅拌2h，通过吸附和电化学作用使得凹土棒粘

土粉末中的白云石、石英等杂质分离，且与铁、铜、钙、镁等多价离子络合成稳定的水溶性络

合物，离心并进行过滤，在100℃下烘干，然后研磨过120目筛，得到初凹土；

[0034] (5)漂白：将初凹土配成矿浆，放入三口烧瓶中，加入初凹土质量2％三氯化钛和

2％草酸，放入60℃水浴中搅拌3h反应。反应后经离心、过滤，在10℃下烘干，得到白色凹土。

[0035] 实施例2

[0036] 凹土的提纯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7] (1)粉末初选：将原凹土矿物粉破碎研磨，过120目筛，送入高温马沸炉中在650℃

焙烧活化1h得到原凹土，按照原凹土与水的质量比为1：1的比例加入水，加入原凹土质量的

5％的六偏磷酸钠和5％的聚丙烯酸加入球磨机中以100转/分低速进行研磨4h处理，取出凹

土浆液。静置24h，凹土浆液分成上层澄清层，中间凹土悬浮层以及下层沉降层，通过移液器

取到中间凹土悬浮层。

[0038] (2)酸化处理：将中间凹土悬浮层加入体积比浓度10％的混酸液，依酸和凹土浆液

质量比1：1加入，混酸液由硫酸和磷酸按照1:1混合组成，在100℃的水浴中用十字搅刀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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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以500r/min搅拌4h，酸化处理3h，得到酸化凹土浆液；

[0039] (3)碱化处理：将酸化凹土浆液加入8％质量浓度的NaOH溶液，调整悬浮液的pH值

至8，再用十字搅刀搅拌器以500r/min搅拌4h，静置10h后，分离凹凸棒粘土悬浮液和沉积杂

质层，得到碱化凹土浆液。

[0040] (4)络合处理：将碱化凹土浆液添加质量浓度8％的乙二胺四乙酸二钠和质量浓度

8％的碳酸钠，用十字搅刀搅拌器以500r/min搅拌4h，通过吸附和电化学作用使得凹土棒粘

土粉末中的白云石、石英等杂质分离，且与铁、铜、钙、镁等多价离子络合成稳定的水溶性络

合物，离心并进行过滤，在120℃下烘干，然后研磨过120目筛，得到初凹土；

[0041] (5)漂白：将初凹土配成矿浆，放入三口烧瓶中，加入初凹土质量5％三氯化钛和

5％草酸，放入80℃水浴中搅拌3h反应。反应后经离心、过滤，在120℃下烘干，得到白色凹

土。

[0042] 按照实施例1中的操作工艺对盱眙欧柏特生产的200目凹凸棒石黏土粉末进行提

纯操作，原粉末主要物相含有凹凸棒石和石英，如图1所示：对比提纯后矿物XRD图谱，可以

看出提纯后石英的衍射峰基本消失，杂质相基本被去除，纯度可达到98％。采用扫描电子显

微镜(SEM)对提纯前后的矿物的形貌进行分析，如图2所示：原粉末大量的棒状晶束团聚而

成，中间夹杂了大量的颗粒状杂质。经提纯后，棒状凹凸棒石晶束分散性得到了很大的提

高，晶束间基本上没有杂质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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