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朗盛无机颜料—可持续性

可持续发展源自

朗盛无机颜料—可持续性—一个原则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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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朗盛无机颜料—可持续性

朗盛是全球领先的合成氧化铁和氧化铬颜料

制造商之一，生产工厂遍布五大洲。全球最

大的氧化铁生产工厂就坐落于德国克雷菲尔

德—乌丁根的朗盛生产基地。德国，巴西和中

国每年可以产出逾35万吨的氧化铁和氧化铬

颜料，并且这一产能正不断扩大。朗盛的全球

网络还包括位于澳大利亚，中国，英国，西班

牙和美国的多个拼混研磨基地，可面向全球

提供产品。

以核心品牌拜耳乐 ®（B a y f e r r o x ®）， 
Colortherm®和Bayoxide®销售的优质氧化铁

和氧化铬颜料，采用最先进的高科技工艺生

产，均符合全球一致的健康、安全、环保和

质量法规。所有生产设施均通过ISO 9001和
ISO 14001认证，并进行定期检测。

可持续发展化学12项原则

A5 Lanxess-Sustainability.indd   2 2013-5-13   19:58:04



3朗盛无机颜料—可持续性

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实践与责任关怀是朗

盛公司指导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工艺的

设计始终关注资源和环境保护以及安全性和

可持续性，并不断进行改进。

朗盛承诺根据可持续发展化学之原则运

营其所有工厂和实施其所有工艺，并遵守 
P. Anastas和J. Warner于1998年提出的为全

球所接受的“绿色化学”12项原则。

我们坚信我们的行动是正确的；作为一家秉承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供应商，我们能够为我们的

客户提供附加价值。在以下章节，我们将基于

绿色化学12项原则，通过具体的事例说明我们

如何坚持不懈的践行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承诺。

正是这一点使朗盛成为颜料行业最特别的合

作伙伴。

《绿色化学∶理论与实践》（Anastas和Warner著） 

第20页图4.1

© Paul T. Anastas和John C. Warner, 1998。经牛津大

学出版社许可（知识产权编号2013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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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朗盛无机颜料—可持续性

>01
与其在废料产生之后再去处理，不如从源头上防止废料的产生。

参与物质的生态和经济利用

无论是在德国，巴西还是中国，朗盛在其所有

生产基地都采用了高效的工艺来净化和循环

利用工艺用水。

例如，在克雷菲尔德—乌丁根，朗盛开发了一

种创新的工艺来净化含残余铁的工艺用水。这

种工艺采用了氧化铁颜料行业内独树一帜的

流化床技术，可将沉淀的铁化合物转化为优质

黑色颜料。采用这种先进的技术后，可生产数

千吨黑色颜料，同时也减少相应数量的废物。

废水经处理后非常清洁，可直接排入莱茵河。

我们位于中国宁波的生产基地所采用的彭尼

曼红设施，其废水处理理念包括了以最先进的

生物净化工艺去除废水中可生物降解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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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朗盛无机颜料—可持续性

>02
合成方法的设计应确保工艺中使用的所有原料最大程度的进入最终产品中。

惠及人类及环境的工艺

所有朗盛工艺的设计确保颜料生产实现高转

化率。

凭借高效、业经证明的合成技术，采用沉淀工

艺生产的拜耳乐®(Bayferrox®)黄色颜料其转

化率可接近100%。按反应所需的比例精确使

用硫酸铁溶液和氢氧化钠溶液。另外，合成所

需氧气的供应已从技术上进行优化，pH值在

反应过程中被精确控制。在此工艺中，几乎所

有铁原料都转化到颜料中，实现了资源的最优

利用。

在我们的费利斯港（巴西）和金山（中国）的生

产工厂中，黄色颜料的生产转化率也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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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朗盛无机颜料—可持续性

对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承诺

朗盛无机颜料部门所开发的工艺（其中许多工

艺早在1926年时已开始使用）均为环境友好

型，并以最严格的安全要求实施。我们还在不

断优化这些工艺。

朗盛生产的颜料安全且对环境无害，其生产工

艺不仅能确保始终如一的高品质，还能节约自

然资源。它们符合朗盛内部指令以及所有法规

对环境和安全的严格要求。

无论是在主要的生产基地—德国，还是在我们

位于巴西和中国的合成工厂，这些原则都得到严

格的遵守。全球所有的生产基地都通过了严格的

ISO 9001和ISO 14001质量和环境标准认证。

>03
合成过程的设计应尽可能使用并产生对人类健康和环境低毒或无毒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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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朗盛无机颜料—可持续性

>04
化学产品的设计应在达到期望功效的同时最大程度地降低其毒性。

保护环境，惠及人类

朗盛的无机颜料为无公害产品。从化学角度

而言，合成氧化铁可与天然形成的氧化铁相媲

美。但由于其更高的纯度和粒子形态，它们的

颜色要优于天然氧化铁。另外，合成氧化铁在

通常情况下非常稳定且几乎不溶于水—对安

全操作和环境友好型加工而言，这是一个重要

的要求。

另外，朗盛开发了许多创新的氧化铁产品，例

如，可用于电动汽车磷酸铁锂电池正极的氧化

铁，其有助于提升车辆的安全性能；还有可用

于去除饮用水中有毒物质的氧化铁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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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朗盛无机颜料—可持续性

天然溶液

水是朗盛氧化铁颜料生产工艺使用的唯一溶

剂。这确保了颜料生产、加工和成品分离过程

中的最大安全性。

仅使用水作为溶剂还有益环境，因为不使用有

毒有机溶剂，就不需要高成本、高能耗的回收

工艺。

在我们所有的生产基地，水在数个工艺阶段被

反复利用，并最终流入专门的废水处理单元，

使水这种最宝贵的资源得到最优利用。

>05
应尽可能避免使用助剂（溶剂、分离
剂等），如确有必要，使用时也应选择
无毒无害的助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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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朗盛无机颜料—可持续性

>06
能源的利用应考虑对环境和经济的影响，并使之降至最低。

应选用常温常压下的合成方法。

能源的利用与节约

能源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朗盛在其所有生

产基地都以审慎负责的方式利用能源。

克雷菲尔德—乌丁根的Laux工艺就是一个最

好的例证。Laux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付诸商业

化应用的在合成过程中根本不需要任何能源

的氧化铁生产工艺，而且它本身还会释放热

能。这些热能可被用来产生蒸汽或热水，溶解

硫酸铁或清洗颜料—该工艺具有无与伦比的

能效。

我们生产基地的所有生产工厂均采用最先进

的氧化铁颜料制造技术。例如，在中国，由于

采用了特殊的压滤机，随后的干燥时间以及相

应的能耗均减少了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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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朗盛无机颜料—可持续性

>07
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可行时，

应尽量采用可再生原材料或给料而不是消耗性资源。

原材料的合理利用

朗盛始终把原材料的可持续利用作为优先考

虑的事项。

在我们位于巴西费利斯港的生产工厂中，生物

燃料被用作是生产氧化铁颜料的能源来源之

一。工厂内于2010年竣工的发电设备使用如甘

蔗废料（甘蔗渣）或木屑等生物燃料来发电。采

用高效热电联产技术的能源生产提高了这种有

机原材料的利用率。因此，该生产基地的能源

产生过程完全是呈二氧化碳中性的。这意味着

能源生产过程中释放的二氧化碳量相当于植物

在生长过程中吸收的二氧化碳量。两者相抵，

生产基地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几乎为零。从2010
年起，生产基地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2年同

期降低了44,0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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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朗盛无机颜料—可持续性

>08
应最大程度减少或避免使用不必要的衍生

（使用阻断基，保护/去保护，临时调变物理/化学过程）。

避免不必要的工艺程序

朗盛对其所有生产基地采用的合成工艺进行

控制，使用已经过晶体改性的纯净氧化铁。例

如针铁矿（黄），赤铁矿（红），磁铁矿（黑）

和纤铁矿（橙）。这就不需要复杂的改性分离

或衍化程序。

所有这些成果都来自于我们积累超过85年的

丰富经验和专有知识、来自于我们所采用的

最前沿技术、来自于由熟练的员工们所控制

的最优化生产工艺、也来自于我们不断前进

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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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朗盛无机颜料—可持续性

可靠工艺的优势

朗盛所采用的氧化铁和氧化铬生产工艺实现

了高转化率且反应条件相对温和。在这里，催

化剂的使用并不那么重要。

催化工艺仅在真正必要时才采用—例如去除

废气中的污染物。例如，红色氧化铁制造过程

中产生的副产品—气态二氧化硫（SO2）在脱

硫装置中被转换成硫酸。活性炭被用作催化

剂。利用废热对硫酸进行浓缩，再在颜料生产

中用作原材料，从而保护了环境和宝贵的资

源。

我们所有生产基地的废气排放都可满足法规

要求，污染物均不可自由排放到环境中。这同

样关乎我们在中国宁波建立彭尼曼红生产设

备的设计理念，届时中国或将提高废气排放的

净化标准。

>09
催化剂（选择性应尽可能高）优于化

学计量助剂。

*  反应成分的用量由化学反应方程式计算结果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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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朗盛无机颜料—可持续性

>10
化学产品的设计应确保在其功能终结后，

它们会分解成无毒无害的降解产物而使其不会永存于环境之中。

朗盛产品与天然矿物质

就重量百分比而言，铁是地球上含量第二多的

元素（5%），也是地壳含量第四多的元素。在

地球不同地区的巨型矿床中，富集铁最常以磁

铁矿和赤铁矿的形式出现。

从化学上看，朗盛生产的氧化铁颜料可与这些

天然矿物质相媲美，因此它们对环境而言也同

等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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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朗盛无机颜料—可持续性

>11
不断改进分析方法，在有害物质形成前进行实时实地监测和控制。

控制，我们如何进行控制

所有朗盛生产工艺均采用最先进的分析手段

和物理方法进行控制和检测。主要工艺参数的

连续测量使合成工艺的各个程序都得到可靠

的控制。

废气流和废水流也被采用最先进的分析技术

进行监测。能够预见可能的故障，防止不受控

制的物质排放。在质量控制上，朗盛亦采用了

最前端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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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朗盛无机颜料—可持续性

>12
应审慎选择化学工艺中所用的物质和物质形态。

以将化学事故（包括泄漏、爆炸和火灾）风险降至最低。

安全，我们如何确保安全

全球朗盛无机颜料生产工艺均遵从同样的高

安全标准。所有生产工厂的设计确保不会发生

不受控制的物质排放；连续监控进一步提高了

安全性。防火和防爆措施是项目工程设计和现

代化概念重要的组成部分。 

定期进行安全检查，以确保并检验安全措施

的有效性。在这方面，所有生产基地间均无差

别，因为朗盛在全世界都遵从这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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