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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重力场中球形碳酸钙的制备及其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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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了突破工业上制备球形碳酸钙的难题，在超重力场中以高浓度的氢氧化钙为原料，以球形度为评价指标，

研究制备球形碳酸钙的最优工艺条件。同时通过在不同的碳化时间取样，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X-射线双晶粉
末衍射仪(XRD)和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FT-IR)等分析仪器对样品的表面形貌和晶体结构进行表征，研究其成球机理。
研究结果表明，添加体积分数为 50%的乙醇作为溶剂，加入 w=3%的 L-天冬氨酸作为晶型控制剂，控制超重力水平为
1 400 rmin1 时可制备得粒径分布在 600~800 nm 的球形碳酸钙；将碳化结束后的碳酸钙浆液进行离心得到产品和滤液，
滤液再次作为氢氧化钙的溶剂，补加少量晶型控制剂后进行碳化仍可制备得球形碳酸钙，使体系的溶剂得到了循环利
用；其成球机理为，L-天冬氨酸螯合钙离子诱导其向球霰石成核，乙醇-水体系阻止球霰石溶解-重结晶，最后在超重
力场环境中生长成为球形碳酸钙，其球霰石含量高达 8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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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and crystal growth mechanism of spherical calcium carbonate under
high-gravity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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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cesses of spherical calcium carbonate preparation were optimized under high-gravity conditions
with calcium hydroxide (high concentration) as the raw material, and spherical degree was used as an index.
The surface morphology and crystal structure of the sampl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SEM, XRD and FT-IR at
different carbonation times to study its crystal growth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spherical calcium
carbonate with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600~800 nm can be prepared by adding 50% ethanol as solvent and
w = 3% L-aspartic acid as crystal control agent when the high-gravity level is 1400 rmin1. The calcium
carbonate slurry was centrifuged to obtain products and filtrate, and the filtrate can be used as a solvent of
calcium hydroxide. Therefore, the solvent can be recycled. Its crystal growth mechanism is: L-aspartic acid
chelate calcium ions to induce nucleation and form vaterite, and the ethanol-water system prevents vaterite from
dissolving-recrystallizing, which finally grows into spherical calcium carbonate under high-gravity. The content
of vaterite was 8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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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钙是一种无毒、环保和生物相容性好的无机化工原料，其具有多种形貌，常见的有菱形、纺锤
形、球形、片状、针状等[1-2]。球形碳酸钙因具有良好的分散性、平滑性和耐磨性等优异性能而被广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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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油墨、纸张、药物和催化等领域，已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3]。
目前，能制备出球形度较高的球形碳酸钙主要是通过复分解法[4]，但是该方法存在工艺条件复杂、
成本较高及制备出来的碳酸钙粒径较大等缺陷，因而不易于工业化生产。而利用碳化法制备球形碳酸钙
还比较罕见，利用超重力反应结晶法制备球形碳酸钙尚未见报道。由于球形碳酸钙在多数情况下是由球
霰石生长而成的，但球霰石属于热力学最不稳定的晶型[5]，因此必须在体系中加入晶型控制剂才能生成
球形碳酸钙。SEO 等[6]研究在乙醇溶剂的条件下对碳酸钙制备的影响，发现在体积含量为 60%以上的乙
醇溶液中，更有利于文石和球霰石晶型的形式沉淀。LUO 等[7]采用 Ca(OH)2 悬浮液鼓泡碳化法，以 L-天
冬氨酸(L-aspartic acid, Asp)作为晶型诱导剂，合成介孔结构的球霰石碳酸钙微球，但该方法存在晶型控
制剂用量多、球形度低和粒径大等缺陷。郑天文等[8]以碳酸钠(Na2CO3)和氯化钙(CaCl2)为原料，采用聚
丙烯酸(polyacrylic acid, PAA)和十二烷基苯磺酸钠(sodium dodencylbenzenesulphonate, SDBS)为有机添加
剂，合成出粒径为 5~8 μm 的碳酸钙微球，该方法存在原料昂贵、产品粒径较大等不足，不利于工业化生
产。
为了突破工业上制备球形碳酸钙的难题，本文采用超重力反应结晶法[9]，以高浓度的氢氧化钙作为
原料，乙醇-水作为溶剂，L-天冬氨酸作为晶型控制剂制备出球形度高、分散性好和粒径分布窄的球形碳
酸钙。将碳酸钙浆液离心后得到产品和滤液，其中滤液再次作为氢氧化钙的溶剂，使体系的溶剂得到了
循环利用。同时通过在不同的碳化时间进行取样，采用 SEM、XRD 和 FT-IR 等仪器对产品表面形貌和晶
体结构进行表征分析，探讨了在超重力场中碳酸钙成球的机理。研究所得结果对球形碳酸钙的制备和工
业化生产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
2.1

实验部分
实验试剂与分析仪器
生石灰(CaO)，工业级，广西华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CO2，99.5%，钢瓶气体，广西诚信气体研

究有限公司；无水乙醇(CH3CH2OH),分析纯，成都市科隆化学品有限公司；L-天冬氨酸(C4H7NO4)，分析
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扫描电子显微镜(SEM)，S-3400N，日本 Hitachi 公司；静态颗粒图像
分析仪，MORPHO1OGIG3S 型，马尔文仪器有限公司；X-射线双晶粉末衍射仪(XRD)，Smartlab-9 kw，
日本理学公司；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FT-IR)，Nicolet iS50，美国 Thermo Fisher 公司。
2.2

实验装置与方法
超重力反应器购置于北京化工大学教育部超重力

1
9

5

4

工程研究中心，其核心部件为旋转填充反应器，基本
结构如图 1 所示。
3

氢氧化钙浆料经电泵由图 1 中的 3 进入到旋转填

6

充床中，在电机高速旋转产生强大的离心力下，浆料

8

7

将在填料床中被打成液膜由内缘向外缘流动，而二氧
2

化碳靠压力梯度由填料床外缘向内缘扩散，气液两相
逆流接触发生碳化反应。在旋转填料床中产生的巨大
离心力可以模拟出超重力场的环境，加快了相界面的
更新速度，使得微观混合和传质作用得到了极大的强

图1

旋转填充床反应器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RPB

1.gas inlet

2.liquid outlet

5.packing rotor

化，缩短了反应时间，有利于工业化生产[10]。

3.liquid inlet

6.liquid distributor

8.circulating water outlet

4.gas outlet

7.circulating water inlet
9.motor

图 2 是在超重力场中利用碳化法制备碳酸钙的工艺流程图，在调浓过程中加入乙醇，在碳化前加入
晶型控制剂。经过前期实验的探索，以产品球形度为评价指标，得到制备球形碳酸钙的工艺条件为：
Ca(OH)2 初始浓度为 9%，二氧化碳气流量为 0.5 m3h1，碳化温度为 20 ℃。本文在这些条件下，研究乙
醇体积分数、L-天冬氨酸添加量和超重力水平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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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O3

High-gravity reactor

Centrifugation

Dry

超重力反应结晶法制备碳酸钙的工艺流程图

Flow chart of calcium carbonate preparation by high-gravity reaction crystallization

结果与讨论

表1

乙醇体积分数的影响

不同乙醇体积分数下碳酸钙样品的球形度

Table 1

表 1 和图 3 分别为在 L-天冬氨酸添加量为 w=3%和超重

Spherical degrees of calcium carbonate

samples with different ethanol volume fractions

力水平为 1 400 rmin1 下，添加不同乙醇体积分数下所制备的

Ethanol volume fraction

Spherical degree

0%
40%
50%
60%

0.833
0.912
0.909

碳酸钙样品的球形度和电镜图。由球形度和 SEM 结果可知，
在不加入乙醇的情况下，碳酸钙产品没有生长为球形，而是
形成由纳米碳酸钙聚集成无固定形貌的大颗粒碳酸钙产品，

且大颗粒比较稀松。这可能是由于不添加乙醇，在反应过程中不稳定的球霰石在母液中转化为热力学稳
定的方解石，从而不能生长成为球形碳酸钙。这是已经发生了溶解-重结晶过程，遵循 Ostwald 熟化规
则[11]。随着乙醇的含量不断增加，碳酸钙产品也初具形貌，由椭球形慢慢转变为球形碳酸钙，球形度
逐渐提升。当加入乙醇体积分数为 50%及以上时，得到了球形碳酸钙产品，乙醇体积分数为 50% 时其
球形度为 0.912。

5 μm

图3

3.2

(c) 50%

(b) 40%

(a) 0%
Fig.3

5 μm
(d) 60%

不同乙醇体积分数下所制备的碳酸钙的 SEM 图

SEM micrographs of calcium carbonate prepared under different ethanol volume fractions

L-天冬氨酸添加量的影响

表2

表 2 和图 4 分别为在乙醇体积分数为 50%和超重力
水平为 1 400 rmin1 下，添加不同质量分数的 L-天冬氨
酸下所制备的碳酸钙样品的球形度和电镜图。由球形度
和 SEM 结果可知，在没有 L-天冬氨酸下，生成了棒状
碳酸钙，长径比约为 2，说明不添加晶型控制剂而直接

不同 L-天冬氨酸添加量下碳酸钙样品的球形度

Table 2

(b) w=1%

(a) w=0%
图4

Spherical degrees of calcium carbonate

samples with different L-aspartic acid additions
L-aspartic acid addition w/ %
0
1
2
3

Spherical degree
0.734
0.806
0.917

5 μm

5 μm

5 μm

Fig.4

5 μm

5 μm

(c) w=2%

不同 L-天冬氨酸添加量下所制备的碳酸钙的 SEM 图

SEM micrographs of calcium carbonate prepared under different L-aspartic acid additions

5 μm
(d) w=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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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超重力反应器中进行碳化是不能生成球形碳酸钙的。当添加了 L-天冬氨酸后，产品的形貌发生了改变，
当添加量较低时(w=1%)，生成了椭球形碳酸钙，球形度为 0.734。随着添加量的增加，碳酸钙的形貌由
椭球形转变为类球形，当添加量达到 w=3%时生成了球形度为 0.917 的球形碳酸钙。说明了晶型控制剂参
与了碳酸钙的生长调控[12]。

表3

超重力水平的影响

Table 3

3.3

不同超重力水平下碳酸钙样品的球形度
Spherical degrees of calcium carbonate

samples prepared at different levels of high-gravity

表 3 和图 5 分别为在乙醇体积分数为 50%和 L-天冬

Levels of high-gravity / (rmin1)
0
1 200
1 400
1 600

氨酸添加量为 w=3%下，不同超重力水平下所制备碳酸
钙样品的球形度和电镜图。由球形度和 SEM 结果可知，
在普通重力场中，所生成的碳酸钙无法形成完美的球形，

Spherical degree
0.705
0.798
0.937
0.906

这是由于在普通重力场中，高浓度浆料搅拌不充分，使得球霰石包覆在氢氧化钙表面，随着反应的进行，包
覆体破碎、溶解后，会破坏碳酸钙的球形度[13]。而在超重力条件下，巨大的离心力将浆料打成液膜，提高
表面更新率，强化传质，防止氢氧化钙被过度包覆，因而为生长成为完美的球形碳酸钙提供了一个良好的
环境。碳酸钙在普通重力场和超重力场中的生长示意图如图 6 所示。但当超重力水平过低时(≤1 200 rmin1)，
生成的碳酸钙产品球形度不高，且样品中会存在较大的孔洞，这是由于离心力不够大，还存在少量小颗粒
包覆体，随着反应进行，包覆体破碎、溶解后会使样品留下孔洞。而当超重力水平过高时(≥1 600 rmin1)，
产品的球形度也会变差，这可能是由于离心力过于强大，容易把球形碳酸钙打坏，不易于聚集成球。当
超重力水平为 1 400 rmin1 时(超重力因子 β= 228.67)，可以制备出球形度高和分散性好的球形碳酸钙。

(a) 0 rmin1

图5

3.4

(b) 1 400 rmin1

(b) 1 200 rmin1

Fig.5

5 μm

5 μm

5 μm

5 μm

(b) 1 600 rmin1

不同超重力水平下所制备的碳酸钙的 SEM 图

SEM micrographs of calcium carbonate prepared at different levels of high-gravity

乙醇-水溶剂循环利用
将碳化后的碳酸钙浆液进

Normal gravity field

行离心得到产品和滤液，滤液再
Non-spherical calcium carbonate

次作为氢氧化钙的溶剂，补加不
同质量分数的 L-天冬氨酸后，投

Calcium hydroxide coating body crushing and dissolving process

入超重力反应器中进行碳化反
应，得到了如表 4 和图 7 所示的
碳酸钙产品的球形度和电镜图。

High-gravity field
Spherical calcium carbonate

由球形度和 SEM 结果可知，不

calcium hydroxide solid

添加晶型控制剂后生成了部分

vaterite calcium carbonate

球形碳酸钙，其余的是无固定形
貌的碳酸钙。而在补加有晶型控

图6
Fig.6

制剂后，球形碳酸钙含量明显增
加，补加量为 w=1%~2%时可生
成球形度高、分散性好、粒径分
布窄的球形碳酸钙。这说明了，
将体系中的乙醇-水溶剂进行回

碳酸钙在不同重力场下的生长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calcium carbonate growth under different gravity fields

表4
Table 4

补加不同质量分数的晶型控制剂下碳酸钙样品的球形度

Spherical degrees of calcium carbonate samples under different mass
fractions of crystal-controlling agent
L-aspartic acid addition w / %
0
1
2

Spherical degree
0.887
0.936
0.942

收和循环使用，同样能制备出高质量的球形碳酸钙，避免了资源的浪费，有了利于工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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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μm

(a) 1%

(a) 0%
图7

3.5

学

5 μm

5 μm

Fig.7

程

(a) 2%

补加不同质量分数的晶型控制剂的影响

Effects of different mass fractions of crystal-controlling agent on calcium carbonate formation

碳酸钙成球的机理研究
根据经典理论中，晶体的形成分为成核和生长两个步骤。即在过饱和的溶液中首先形成晶核，随后

构晶离子按一定的点阵结构规则地在晶核上堆砌，不断复制晶胞，晶体逐渐长大[14]。如图 8 所示，在碳
酸钙结晶过程中，Ca2+离子和 CO32离子首先形成无定形碳酸钙 ACC，这是很不稳定的球形颗粒，在极短
的时间内，根据反应环境的不同，ACC 迅速转化为方解石或球霰石[15]。一方面，方解石生长成为立方体
碳酸钙；而另一方面，球霰石生长成为球形碳酸钙，但球霰石属于亚稳态晶型，会进一步发生溶解-重结
晶过程，最终转化为热力学稳定的方解石型立方体碳酸钙[16]。
Spherical calcium carbonate

Vaterite
Growth

Transformation
Aggregation
ACC
Amorphous

Dissolution
Recrystallization
Growth

Transformation

Calcite
图8
Fig.8

Growth
Cubic calcium carbonate

碳酸钙晶型转化的及其生长示意图

Transformation and growth of calcium carbonate crystals

本文在超重力场中以高浓度的氢氧化钙为原料，通过添加一定体积分数的乙醇作为醇-水混合溶剂，
同时添加少量 L-天冬氨酸作为晶型控制剂来制备球形碳酸钙。上面讨论了超重力反应器是因为拥有巨大
的离心力将浆料打成液膜，提高表面更新率，强化传质，防止氢氧化钙被过度包覆，而为生长成为完美
的球形碳酸钙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这说明合适的超重力场能够为碳酸钙生长提供一个良好的成球环
境，但无定形碳酸钙 ACC 为何向球霰石转变、生长为球形碳酸钙后为何在母液中能够保持稳定存在，这
就需要进一步探究。作者通过在不同的时间下进行取样，通过 SEM、XRD 和 FT-IR 等分析仪器对样品的
表面形貌和晶体结构进行表征，分析碳酸钙成核-生长过程，研究其成球机理。不同的时间下取样分别是
在 pH 值为 11、9.5、8 和 7 下，对应的碳化时间为 4、5、7 和 12 min 下进行取样。
图 9 为在不同碳化时间下样品的红外和 XRD 谱图分析结果。由左边红外谱图分析结果可知，pH=11
时的样品图谱显示在 3 643 cm1 出现羟基 O─H 的伸缩振动吸收峰，以及在 2 510 cm-1 出现羧基二聚体吸
收峰，说明有天冬氨酸钙中间体存在[7]。而随着 pH 的下降，也就是反应的进行，这两个峰慢慢减弱，到
反应结束时(pH=7)，3 643 和 2 510 cm1 的两处峰已经消失，说明随着反应的进行，中间体天冬氨酸钙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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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转化为碳酸钙。同时，后面这 3 个阶段的样品中在 1 384 和 1 350 cm1 出现了 CO3 的反对称吸收峰，
说明生成较多的球霰石型碳酸钙。在 874 cm1 处归属于球霰石型碳酸钙振动峰，在 714 cm1 处归属于方
解石型碳酸钙振动峰，由 4 个样品红外结果可知，所生成的碳酸钙都含有球霰石，且随着反应的进行，
球霰石含量不断增加，说明了 L-天冬氨酸提供了球霰石的成核位点，从而让球霰石生长为球形碳酸钙。
而由图 4 的 SEM 结果也说明了没有添加 L-天冬氨酸作为晶型控制剂是不能制备出球形碳酸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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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red and XRD spectra of samples at different reaction times

由图 9 右边 XRD 谱图分析结果可知，在 pH 为 11、9.5 和 8 时还存在氢氧化钙衍射峰，说明反应
尚未结束，当 pH 为 8 时氢氧化钙衍射峰很弱，说明反应接近结束，pH 为 7 时此峰消失，说明反应结
束。pH 为 11 时，反应刚刚开始，此时存在方解石衍射峰，而球霰石衍射峰十分微弱，说明此时二氧
化碳直接与氢氧化钙反应生成了少量的方解石型碳酸钙，而中间体 L-天冬氨酸钙只有少部分碳化转变
为球霰石型碳酸钙。由 XRD 结果可知，随着反应的进行，球霰石衍射峰逐渐增强，说明了样品中的球
霰石型碳酸钙含量在不断增加。而方解石衍射峰会减弱，这是因为随着反应的进行，产品球霰石型碳
酸钙含量增多，而方解石型碳酸钙一直没变，但所占的比重减小了。同时，这说明了所生成的球霰石
并没有发生溶解-重结晶过程，这主要是因为乙醇溶液的存在。而由图 3 的 SEM 结果也说明了没有乙
醇的存在，不稳定的球霰石会在母液中转化为热力学稳定的方解石。据研究表明，在乙醇-水混合溶液
中，离子(主要是 CO32)溶解性更差，活度更小(尤其是 CO32 以隔室化形式存在)，使得溶解-重结晶受
阻，因此球霞石转变速率减慢，使其稳定存在于母液中[17-18]。其中产品中球霰石相含量是根据式(1)和(2)
计算[19]得出：

I104 C  I110 V   7.691 X C X V 
XV  1 XC

(1)
(2)

式中 XC、XV 分别为方解石相碳酸钙和球霰石相碳酸钙的含量。I104(C)代表方解石 104 面的峰强度，I110(V)
代表球霰石 110 面的峰强度。计算得反应结束后的碳酸钙产品的球霰石相含量高达 89.89%。
图 10 为不同碳化时间下样品的 SEM 图。(a)是尚未进行碳化的氢氧化钙原料，该样品多数为大块状
聚集体。(b)~(d)分别是 pH 值为 11、9.5 和 8 时样品的 SEM 结果，由图 9 的 XRD 和红外谱图分析可知，
在 pH 值为 11、9.5 和 8 时分别为碳化反应的前期、中期和后期，样品中同时存在碳酸钙和未反应的氢氧
化钙固体。(b)是反应初期的样品，其中有长大的球形颗粒和还未完全长大的小球形颗粒。(c)是反应中期
的样品，其球形颗粒含量增多。(d)是反应后期的样品，其生长成了较多的球形颗粒，且球形颗粒的粒径
分布较窄，说明了此时的反应准备结束，这些球形颗粒是碳化生成的碳酸钙产品。(e)是 pH 为 7 时的样
品，此时碳化反应结束，生成了球形度高、分散性好、粒径分布在 600~800 nm 的球形碳酸钙。(f)是碳酸
钙产品在 100 k 倍下的电镜图，其球形度高，粒径约为 600 nm，是由小颗粒聚集成长而形成的球形碳酸
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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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碳化时间下样品的 SEM 图

SEM micrographs of samples at different reaction times

综上讨论结果可得碳酸钙成球机理为：根据分步结晶的基础上[20]，从晶面上出发，利用天冬氨酸螯
合钙离子诱导其向球霰石成核，再从乙醇-水体系的微观异质性和离子的溶剂化角度出发，使得溶解-重
结晶受阻，从而让生成的球霰石稳定存在于母液中，最后在超重力环境下成长为球霰石型球形碳酸钙。
其成球模型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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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herical calcium carbonate
图 11

Fig.11

碳酸钙成球的机理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spherical calcium carbonate forming mechanism

碳酸钙在超重力场中的成球机理为：L-天冬氨酸首先螯合钙离子，生成中间体天冬氨酸钙，通入二
氧化碳后经过碳化生成球霰石碳酸钙，并在乙醇-水的体系中保持稳定存在，然后在超重力场中生长成为
球形碳酸钙，最后经过离心、洗涤和干燥后得到球形碳酸钙产品。

4

结

论

以高浓度(9%)的氢氧化钙为原料，在超重力场中制备出球形碳酸钙，并对其成球机理进行了研究，
得到以下结论：
(1) 当乙醇体积分数为 50%、L-天冬氨酸添加量为 w = 3%和超重力水平为 1 400 rmin1 时可制备得
球形度为 0.937、粒径分布在 600~800 nm 的球形碳酸钙，其球霰石含量高达 89.89%。
(2) 将碳化后的浆液进行离心得到产品和滤液，滤液再次作为氢氧化钙的溶剂，补加晶型控制剂的
量为 w=1%~2%时可制备得球形度高、分散性好、粒径分布窄的球形碳酸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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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发现，碳酸钙成球机理为：L-天冬氨酸螯合钙离子，生成中间体天冬氨酸钙诱导球霰石成核，
乙醇-水体系阻止球霰石溶解-重结晶，最后在超重力环境下生成球霰石型球形碳酸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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