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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乙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EDDHA-Na）是性能卓越的无磷螯合分散剂，绿色环保可降解。其化学结构中

有2个羧基和多个羟基，因此表现出优异的螯合性能，能与多种金属离子形成螯合环。EDDHA-Na在碱性及高温的条

件下具有优异的螯合稳定性，其螯合物的稳定常数高于目前常用的EDTA、DTPA、柠檬酸钠等螯合剂，尤其是对铁

离子和锰离子的螯合性能较好，可广泛应用于民用与工业清洗、油田开采、印染与造纸等诸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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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 (EDDHA-Na) 是一种含

有酰胺基团的水溶性大分子重金属螯合剂，因分子

结构中不含磷，属于环保型的螯合剂。EDDHA-Na

分子中有多个亲水基团，可与金属离子形成稳定的

五元环网状立体结构，络合金属后的稳定常数大，即

使在高温碱性条件下，也难以离解出锰、铁、铜等金

属离子 [1]。

目前螯合性能较好的螯合剂大多都有磷酸盐

的结构，原料均会用到磷。我国的磷资源主要集中

分布在云南和贵州地区，储量少，属于贫磷国家，

预计到 2030 年，我国的磷资源将消耗殆尽 [2]，同时

黄磷矿的浮选和提炼需要消耗大量的电能，因此黄

磷的价格节节攀升，导致下游相关产品如三聚磷酸

钠、焦磷酸钾、有机磷螯合剂等的生产成本大幅提

升 [3]。在环保方面，含磷废水最终会排入江河湖海，

这些含磷结构的物质多年积累，会导致水体中的总

磷超标，水质富营养化，水中藻类植物疯长，形成生

态灾难 [4]。乙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 (EDDHA-Na)

的分子量大，兼具优异的分散和悬浮性能，可以

替代含磷类的螯合剂如三聚磷酸钠和有机磷磷类

HEDP 等。

1　乙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的合成

以氯乙酸、乙二胺、邻氯苯酚为原料，合成乙二

胺二邻苯基乙酸钠（EDDHA-Na）的工艺如下：将

30% 氯乙酸 15g 加到四颈烧瓶中，冷却至 0℃，剧烈

搅拌下，将 22g 二胺溶液缓慢滴入氯乙酸溶液中，同

时滴加三乙醇胺溶液，保持反应液 pH 值大于 11，

约 1h 滴完，反应温度逐渐上升到 40℃，继续反应

6h，反应液变为白色。将反应液于室温下静置熟化

24h，用柠檬酸调节 pH 值为 7，在室温下搅拌并加入

催化剂三氧化二铝，缓慢滴加 90g 邻氯苯酚。滴加

完成后用氮气置换 2 次，以 5℃·min-1 的速率逐步

升温至 140℃，反应过程中保持温度为 (140±2)℃。

充分反应 5h 后，滴加三乙醇胺溶液，将产物 pH 值

调整为 6~8，静置 24h 后得到红褐色目标产物，有效

含量为 45%。反应机理如下：
Scheme 1：

NH2CH2CH2NH2+2ClCH2COOH

 → HOOC-CH2NH2CH2CH2NH2CH2-COOH+2HCl

Scheme2 ：

HOOC-CH2NH2CH2CH2NH2CH2-COOH+2NaOH

 → NaOOC-CH2NH2CH2CH2NH2CH2-COONa+2H2O

Scheme 3：

NaOOC-CH2NH2CH2CH2NH2CH2-COONa+2

Cl
OH

 → NaOOC-CHNH2CH2CH2NH2CH2-COONa +2HCl

                        
H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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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DDHA-Na 的螯合与分散性能

不同的 pH 值下，螯合分散剂的螯合性能相差

较大，一般在中性条件下，螯合剂的螯合与分散效果

最好。随着 pH 值升高，工作液的 OH- 浓度增大，金

属离子开始脱离螯合剂的束缚并与 OH- 结合，螯合

剂螯合金属离子的能力，随 pH 值的升高呈下降趋

势 [5]。乙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 (EDDHA-Na) 在不同

的 pH 值条件下，与金属离子的螯合值及分散性能

数据见表 1。
表 1　不同 pH 值条件下的螯合与分散值

Table 1　chelating and dispersing ability at different pH value

pH=7 pH=8 pH=9 pH=10 pH=11 pH=12

螯合值

CaCO3

MgCO3

Cu(OH)2

Fe2O3

MnCO3

ZnCO3

1581.5
6035.9
280.5
503.7
750.5
400.4

953.3
5507.2
281.3
309.9
502.7
356.6

536.5
2862.7
282.1
295.2
407.1
352.6

280.4
1461.8
271.8
287.9
330.3
350.4

250.0
644.4
250.2
250.9
350.7
320.7

239.7
327.2
247.4
222.3
333.4
340.3

分散值 MgO 188.91 193.70 200.25 197.41 192.55 178.69

从表 1 数据可知，随着 pH 值升高，乙二胺二邻

苯基乙酸钠 (EDDHA-Na) 螯合钙、镁离子的能力呈

下降趋势，pH 值超过 9 之后，下降幅度明显。随着

pH 值升高，EDDHA-Na 对其它重金属离子的螯合

能力的下降幅度缓慢，对锌离子和铜离子的螯合几

乎不受 pH 值的影响。由此可知，EDDHA-Na 对钙、

镁离子的螯合耐碱性较差，对铜、铁、锌、锰离子的螯

合具有优异的耐碱性。在分散力方面，EDDHA-Na

具有一定的分散性，随着 pH 值升高，分散性能几乎

没有变化，这有助于在螯合过程中分散非水溶性的

碳酸盐、硫酸盐、硅酸盐等的沉积 [6]。

3　乙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的应用

3.1　农业

施加肥料是提高农产品产量的重要途径，我国

的肥料利用率始终较低。据统计，我国近年来的氮

肥利用率在 33% 左右，钾肥在 28% 左右，磷肥则更

低，仅有 16% [7]。化肥的有效成分是铁、锌等微量元

素，微量元素的流失是导致化肥利用率低的主要原

因。微量元素的水溶性差，被植物吸收的速度慢，大

部分会随着雨水或灌溉水而流失或深入地下，也有

小部分微量元素在碳酸盐、硅酸盐的作用下形成沉

积，不能被农作物根系所吸收。微量元素的流失不

仅提高了种植成本，也严重污染了环境 [8]。

利用乙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对金属离子的螯合

量大、螯合稳定常数高的特点，使 EDDHA-Na 与氢

氧化铁发生螯合反应，可获得植物吸收率更高的乙

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铁钠微量元素，其化学分子式为 

C18H16N2O6Fe-Na，摩尔分子质量为 435.5，主要用于

防治植物因缺铁导致的黄斑病、黄叶病，可使植物根

系的生长更快速，吸取更多的营养，从而提高农作物

的产量和品质，以及防治病虫害和提高抗旱能力等，

对于长期施用普通化肥导致的土壤贫瘠、肥力下降

等，均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9]。

3.2　油田

在油田开采与生产过程中，泥土中的氯化钙以

及砂岩层的碳酸钙等盐类成分，会导致油田污水中

含有大量的二价金属阳离子。若地层流体中含有硫

酸根、硅酸根等阴离子，与金属阳离子相互混合后，

就会产生大量的非水溶性沉淀。沉淀长期积累后，

油田土壤就会出盐碱化，近井地带生成的硫酸钡往

往会随着流体进入井筒和集输管线，导致金属管线

发生腐烛，传热效率下降，严重影响安全生产 [10]。

对于硫酸钡结垢，常规的清洗方法是用盐酸对

管道进行酸洗除垢，不仅会腐蚀油田设备，时间久

了还会产生二次沉淀 [11]。乙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

(EDDHA-Na) 是一种性能优异的阻垢与分散剂，对

钡离子的螯合效果好，具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可耐

200℃以上高温，耐酸碱且不易水解。乙二胺二邻苯

基乙酸钠可提高管道内的钙、镁、钡离子的溶解度，

有效避免二次沉淀的产生，对设备的损伤远小于各

种有机酸及无机酸，可应用于完井、增产、酸洗、去垢

等油田生产中 [12]。作为阻垢剂，乙二胺二邻苯基乙

酸钠在生产过程中可以直接添加在循环管道中，无

需停机关井，使用更方便。

3.3　清洗

螯合剂在清洗剂中的添加量虽少，但却是必不

可少的重要组分。在清洗过程中，螯合剂主要对金

属离子或金属氧化物起螯合作用，同时对表面污垢

有分散作用 [13]。在清洗过程中，洗涤用水含有大量

带正电荷的钙镁离子及其它金属离子，会与大多数

带负电荷的污垢产生静电引力，相互吸附聚集，严重

降低了清洗效果 [14]。乙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会捕

捉金属离子，同时将金属离子吸附的各类污垢悬浮

在工作液中，有效防止了污垢的二次沉积，提高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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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剂的清洁能力。另外，带正电荷的金属离子也会

与阴离子型表面活性剂发生吸附，束缚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而使其失活，乙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可以破

坏这种吸附力，提高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在硬水中的

活力，减少洗涤过程中表面活性剂的用量。

乙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 (EDDHA-Na) 分子内同

时含有酰胺基和羧基，具有优异的分散和悬浮性能，

对硬表面形成的层灰和泥土有良好的松动和剥离效

果。这种良好的除灰性能可用于汽车轮胎和车身

的清洗，对车身静电灰和沙土的去除效果明显，也可

用于不锈钢或铝合金在酸洗或碱洗过程中产生的挂

灰、黑灰的去除 [15]。

3.4　双氧水稳定

双氧水是一种环保、安全、性能优良的漂白剂，

不但能去除色素，还能去除一些不需要的杂质，如纺

织品漂白过程中的棉籽壳、浆料及纸浆漂白过程中

的木质素等。在漂白过程中，漂白液中所含的重金

属离子如 Mn2+、Cu2+、Fe2+ 等，会催化过氧化氢发生

剧烈分解，瞬间生成大量的过氧自由基 HOO·。这

种氧原子具有高度的氧化力，不仅会破坏发色基团，

也会截断分子主链，改变被漂白物质的属性 [16]。

在双氧水漂白工艺中，为了提高漂白效果，会加

入螯合剂，以屏蔽重金属离子 [17]。乙二胺二邻苯基

乙酸钠 (EDDHA-Na) 是一种含有酰胺基团的大分子

螯合剂，螯合锰、铁、铜等金属离子的能力强，稳定常

数高，可以与金属离子形成稳定的五元或六元环网

状立体结构，可替代羟基乙叉二磷酸 HEDP、二乙烯

三胺五甲叉磷酸 DTPMPA 等有机磷螯合剂，作为双

氧水的稳定剂使用。

乙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 (EDDHA-Na) 不仅能够

螯合金属离子，对过氧根自由基 HOO·和过氧氢离

子 HOO- 也有很好的吸附性能。随着漂白的进行，

EDDHA-Na 会逐渐释放出所吸附的漂白因子，降低

过氧化氢的分解速率，提高漂白效果。

3.5　印染

乙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 (EDDHA-Na) 在印染领

域的用途广泛。在前处理过程中，可以有效悬浮浆

料等污垢，既能防止浆料等杂质在工作液中相互聚

集，沉积在设备表面，也能有效阻止污垢二次沉积在

织物表面，解决织物手感发硬的问题 [18]。特别是与

偏硅酸钠有很好的协同作用，能防止偏硅酸钠在织

物上形成硅垢。

乙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 (EDDHA-Na) 含有多个

羧酸根，可与染料中的氢键形成共价键结合，将未固

色的染料分散于工作液中 [19]，因此 EDDHA-Na 可

以作为染料的高效皂洗剂。乙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

对活性染料也有很好的防沾色效果，并具有很好的

耐盐特性，可以替代 PVP、马来酸 - 丙烯酸共聚物

等皂洗剂。

乙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 (EDDHA-Na) 在涤纶染

色工艺中，可以作为涤纶匀染剂使用，并对低聚物有

很强的吸附作用，能防止低聚物在纤维上生成白点

以及沉积在染色设备表面。

3.6　水处理

工业循环冷却水长期处于高温运行的工作状

态，会对系统的热交换设备及管道造成严重的影响，

例如结垢、腐蚀及微生物生长繁殖等，形成大量的生

物黏泥堆积，使得水流通过的管道有效面积变小，热

交换速率降低，缩短系统的使用寿命 [20]。

乙二胺二邻苯基乙酸钠 (EDDHA-Na) 具有不易

水解、化学稳定性强、pH 值适用范围广等优点。分

子结构中有大量的羧基和部分水解后产生的羟基，

在水体中可与很多金属阳离子发生螯合效应形成络

合物，增大其在水中的溶解度，也具有较强的分散功

能，还可在金属材料表面形成保护膜，阻止内部金属

被腐蚀，使结垢在水流的作用下更易脱离金属表面。

4　结语

2000 年太湖流域出现湖泊“富营养化”，导致水

体中的植物因营养物质含量过多而引起水质污染，

自此我国逐渐进入“禁磷”和“限磷”时代。各地陆

续实施禁磷规定，严禁含磷物质的排放，因此寻找一

种绿色环保的螯合剂变得极为重要。乙二胺二邻苯

基乙酸钠 (EDDHA-Na) 作为一种新型的无磷螯合分

散剂，具有诸多优点，如螯合分散性好、洗涤提升力

高、无磷环保可降解等，螯合物的稳定常数高于目前

常见的 EDTA、DTPA、柠檬酸等螯合剂，分散性能可

与丙烯酸衍生物类螯合剂相媲美，因此具有广阔的

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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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Progress on Preparation of Stannic Dioxide Gas Sensitive Materials
MA Xiao1, WEI Chenhao1, HUI Shuanglin3, ZHU Xinlong3, LI Hui2, MIAO Xin2, WU Xiaojun4,LI Maoqing1

(1. Shaanxi Coal Chemical Industry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Xi’an 710100, China; 2. Shaanxi Shaanbei Coal 
Industry Co., Ltd., Yulin 719000, China; 3. Shaanxi Ningtiaota Mining Co., Ltd., Shenmu 719314, China;  4.Shaanxi Coal Group 

Shennan Industry Development Co., Ltd., Shenmu 719300, China)

Abstract: SnO2 was a wide band gap metal semiconductor material, which had a good application prospect in photocatalytic, 
conductive and gas sensitive sensing. In this paper,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and crystal structure of SnO2 were 
introduced, the sensing mechanism and preparation method of SnO2 material were summarized in odrde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high performance SnO2 gas sensitive material.
Key words: SnO2; gas sensitive materials; semiconductor; synthetic proc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