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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碳酸钙作为一种工业上来源众多、用途广泛的无机材料, 其纳米级的尺寸更扩展了它的应用潜力。综述了
不同制备工艺对碳酸钙形貌、尺寸造成的影响, 以及晶型控制剂在制备特殊形貌碳酸钙时的作用。单一的添加剂较
难得到均匀、特定形貌的产品, 探究复合添加剂的使用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在碳酸钙制备方法的基础上, 阐述了
表面改性方法和原理, 同时对表面改性剂进行了分类, 进一步探究纳米级碳酸钙在提高塑料制品的力学、热学性能
方面的作用。指出了单一改性剂存在的问题, 并对复配改性剂对塑料改性的影响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纳米碳酸钙; 晶型控制剂; 改性; 塑料; 应用
中图分类号: TQ13

文献标志码: A

Research Progress of Preparation Methods Affecting the Properties of
Nano Calcium Carb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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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norganic material with many sources and wide applications in industry, the nano size of calcium carbonate expands its
application potential.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preparation processes on the morphology and size of calcium carbonate, and the role of
crystal control agent in the preparation of calcium carbonate with special morphology were reviewed. It is difficult to obtain uniform
and specific morphology products with single additive. It has broad development prospect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composite
additives. Based on the preparation methods of calcium carbonate, the surface modification methods and principles were described, and
the surface modifiers were classified to further explore the role of nano-calcium carbonate in improving the mechanical and thermal
properties of plastic product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single modifier were pointed out, and the influence of compound modifier on
plastic modification was prospected.
Keywords: nano calcium carbonate; crystal form control agent; modification; plastics; application

0 引言

物, 质地坚硬, 但易溶于酸生成二氧化碳。CaCO3 的
晶型有方解石、文石、球霰石及无定形。其中, 方解

碳酸钙 (CaCO3 ) 是自然界中常见的无机化合

石在热力学上比其他晶型更加稳定 [1] 。纳米 CaC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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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粒径介于 0.01 ∼ 0.1 µm 之间的聚集体, 与普通

加入适当的晶型控制剂以控制晶型, 碳化结束时得

CaCO3 相比, 因其特殊的晶体结构、表面电子结构,

到所需 CaCO3 浆液, 再进行脱水、干燥、表面处理,

具有优异的量子尺寸效应、表面效应、小尺寸效应,

得到 CaCO3 产品。该工艺的主要反应如下:

在力学、熔点、催化剂、光学、磁性、电学各个方面
具有特有的理化特性 [2] 。
纳米 CaCO3 是一种通用的材料, 影响其使用性
能的方面有很多, 其中包括晶型、形貌、粒度大小等,
通过控制关键制备条件可以有效控制这些因素 [3] 。
因此, 如何通过调控不同的工艺条件及添加不同的
晶型控制剂, 制备不同形貌特征及特殊功能的纳米

CaO + H2 O → Ca(OH)2 + Q

(1)

CO2 + Ca(OH)2 → CaCO3 + Q

(2)

某工厂利用碳化法制备纳米 CaCO3 的生产工
艺如图 1 所示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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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O3 产品, 从而提升其在该行业的应用性能、拓
展更多的使用价值, 是当今的研究之重。
CaCO3 在塑料行业中具有广泛的应用。普通
CaCO3 仅作为填充剂添加到塑料中, 而纳米 CaCO3
经过表面改性活化还可作为补强剂、活性剂 [4] 。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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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CaCO3 拥有独特的介观尺寸, 随着其表面 “裸露”
基团的增加, 将产生空键, 这些基团在改性反应中具
有较强的反应活性, 因此能有效加固 CaCO3 与有机
高聚物分子间的键合反应, 能使填充后的产品的表
面呈现光艳的色泽以及具有相较于纯高聚物较强的
抗张力、抗弯曲、抗龟裂性能 [5] 。通过介绍 CaCO3
的制备方法, 不同添加剂调控生成不同的形貌特征,
进一步研究改性的纳米 CaCO3 在填充塑料时所用
改性剂的类型、原理, 为 CaCO3 添加到塑料提供一
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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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纳米 CaCO3 的生产工艺
Fig. 1 Production process of nano CaCO3

近年来碳化法在更新反应条件和改进设备方面
做出了许多研究。史刘宾等 [9] 在高压反应釜中将

1

纳米 CaCO3 制备方法

CO2 鼓入 Ca(OH)2 溶液进行碳化, 以 D- 葡萄糖酸钠
调控 CaCO3 的晶型, 在高温高压条件下, 通过改变

纳米 CaCO3 制备主要有碳化法和复分解法。碳

反应物浓度与晶形控制剂的投加量, 制备出了微纳

化法依托丰富的矿物资源, 方法简单便于操作, 成本

米级结构中空棒状 CaCO3 , 该结构是由聚集在一起

低, 有一定的环保价值, 且易于在工业上大范围生

的纳米立方状 CaCO3 微粒组成。有研究可知特殊

产。复分解法具有 CaCO3 晶型、形貌、粒径大小易

形貌的中空棒状 CaCO3 对于填充塑料比普通的立

于控制, 且产品白度和纯度较高的优点, 但其生产成

方状或球状 CaCO3 具有更好的界面相容性和优异

本较高, 大多用于实验室研究, 未能广泛应用于工业

的抗拉伸性能 [10] 。Willinger 等 [11] 利用 (NH4 )2 CO3

生产。不同的制备方法与工艺决定了 CaCO3 的晶

热分解的气体扩散法, 将 CO2 扩散到 CaCl2 溶液中,

型、粒径、形貌, 使其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用途, 因此

生成 CaCO3 多晶体。研究了两性铁载体去铁胺对

在工业上探究 CaCO3 的制备方法和工艺优化势在

CaCO3 结晶行为的影响。两性铁载体去铁胺具有

必行 [6] 。

自组织能力、表面活性和离子螯合性能。在这种情

1.1 碳化法
碳化法

况下, 它诱导在 CaCO3 液相沉淀过程中形成不寻常
[7]

是纳米 CaCO3 生产的核心工艺, 主

的、高度组织的文石介晶。

要通过将石灰石煅烧, 得到 CaO 和 CO2 , 将 CaO 加

由于传统碳化法反应过程中放出大量热量, 若

水消化, 生成的 Ca(OH)2 乳液与 CO2 气体进行碳化,

要保持反应温度在常温进行, 需要增加冷冻装置, 从

第3期

苏晴, 燕溪溪, 王爽, 等: 影响纳米碳酸钙性能的制备方法研究进展

177

而使生产成本升高, 浪费能量; 并且由于低浓度的

成核并生长, 然后再与溶剂分离, 最终制得粒径在几

Ca(OH)2 参与反应, 使物耗加大, 反应设备生产能力

至几十纳米的纳米 CaCO3 颗粒。微乳液可分为油包

减弱。目前已研究出通过改变 Ca(OH)2 浓度和碳化

水型 (W/O) 和水包油型 (O/W)。这种方法得到的产

温度等参数的非冷冻碳化装置, 也已初步投入工业

品颗粒均匀, 分离干燥方便, 溶液中 CaCO3 的质量

化生产。

浓度可大幅度提高。乳液膜法是将两种不相溶的溶

1.2 模板法

剂、表面活性剂混合形成乳液, 在微泡中经成核、聚

模板法主要原理: 选择合适的模板剂, 通过一定

结、团聚、热处理后得到纳米粒子。

的原理在其表面包裹上 CaCO3 , 使其变成核壳结构,

Sevgi [16] 在 CaCl2 以及 Na2 CO3 的水溶液中投

再用溶剂溶解、高温锻烧或化学反应等方法去除模

加表面活性剂月桂酸钠。研究表明, 月桂酸钠通过

板剂, 获得空心结构颗粒。模板法主要有软模和硬

对结晶过程的影响生成球霰石的产物。Wang 等 [17]

模两种, 在制备多孔 CaCO3 时, 以软模板法为主。

利用表面活性剂烷醇酰胺 6502 通过改变溶液中的

通过脂肪酶、CaCl2 、Na2 CO3 、

表面张力来影响结晶过程和结晶产物的性质。结晶

(NH4 )2 SO4 共沉淀制备脂肪酶/CaCO3 微球, 再加

过程中加入烷醇酰胺 6502 有利于球霰石的形成以

入二硫苏糖醇 (dithiothreitol, DTT) 进行脂肪酶交

及 CaCO3 的粒径更加均匀。同时, 能使产物的表面

联自组装, 然后用乙二胺四乙酸二钠 (EDTA) 去除

性质由亲水性变为疏水性, 防止团聚。

苗长林等

[12]

CaCO3 模板剂, 制得多孔交联脂肪酶聚集体微球 (p-

乳状液法未发生化学反应, 不需要消耗能量, 且

CLEAs)。制备的产品结构稳定, 形貌、孔道尺寸可

粒度分布窄、粒径可控、分散性也较好。但是分子

调控, 呈多孔结构。这种多孔结构使得底物分子更

间隙较大, 且产生的大量废乳液会对环境造成一定

容易进入脂肪酶的活性位点, 不仅降低了传质限制,

的污染。

还提高了催化效率, 具有较高的催化活性。模板剂

1.4 共沉淀法

除了小分子表面活性剂外, 还包括高分子有机聚合
物。姚成立等

共沉淀法是指将适当的沉淀剂投入到电解液

以油菜花粉作为硬模板, 采用不同

中, 反应得到粒径较小且分散均匀的颗粒。这种方

的合成方法诱导 CaCO3 的矿化合成, 探讨花粉作为

法具有原理简单, 易于操作等优点。但是产品的纯

模板对 CaCO3 晶型和形貌的影响, 以及 CaCO3 晶体

度低, 颗粒半径较大。

[13]

的形成机理。同时, 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 (SDBS) 为

Liu 等 [18] 在 CaCO3 和 Na2 CO3 溶液体系下, 投

软模板诱导合成 CaCO3 , 可以合成具有特定晶型和

加蚕丝丝胶, 高速搅拌溶液, 将蚕丝丝胶与 CaCO3

形貌的 CaCO3 。Shi 等 [14] 以聚丙烯酸钠盐 (PAAS)

沉淀下来。获得的产品经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 分

为模板, 制备得到了粒径约为 120 nm 的 CaCO3 - 聚

析可知, 其中球霰石型 CaCO3 占据主要。在以牛血

丙烯酸球形微粒。与软模板剂不同之处在于, 生物

清蛋白作为晶型控制剂, 以乙二醇、甘油为助溶剂

组织常被用来作为硬模板剂。Chen 等

的体系中, Trushina 等 [19] 以 CaCO3 和 Na2 CO3 为原

[15]

将莲藕用

作模板, 结合溶胶 - 凝胶法, 借助莲藕多孔的结构,

料, 通过沉淀效应, 制备出椭球形 CaCO3 微粒。

得到了分层多孔的方解石型 CaCO3 。

1.5 溶剂/水热法

在众多制备工艺中, 模板法是常用且技术较成

在水热法的基础上, 利用有机溶剂代替水可实

熟的一种。采用模板法制备多孔 CaCO3 , 其方法简

现对水敏感材料的制备, 常称之为溶剂热法。它的

单, 不需要特殊溶剂, 制备条件温和, 结构相对固定,

出现有效地解决了在其他方法制备纳米材料过程中

但制备时影响因素较多, 同时在煅烧除去模板剂时

出现的团聚现象, 取代了传统的以水作为溶剂在高

存在耗能严重的问题, 并且在除模板时存在较大困

温高压下进行反应, 从而实现沉淀、结晶、合成的反

难, 致使其发展较为受限。

应 [20] 。但高温高压的条件, 具有对设备的要求和维

1.3 乳状液法

护成本较高、能耗大、技术难度大、安全性能差且

微乳液法和乳液膜法共同构成乳液法。微乳法

反应不便于控制等缺点。

是指在特定体系中, 将分别溶于相同的两份微乳液

纪秀杰等 [21] 以十二烷基磺酸钠作为添加剂,

中的可溶性钙盐和碳酸盐反应, 在小区域内使晶粒

采用混合溶剂热法, 利用乙醇/水体系和乙二醇/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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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成功合成具有长程有序、含有大量内部孔隙、层

素主要有 3 个: 温度、界面性质、过饱和度。因而晶

状结构的纳米 CaCO3 , 调节醇水比例可调控文石和

型导向技术分为工艺导向和晶型控制剂导向。通过

方解石的比例。

控制温度、搅拌速度、液相浓度等条件, 控制体系

1.6 凝胶结晶法

的反应速度, 使 CaCO3 成核和析出速率均得到增大,

凝胶体系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 胶体颗粒或聚

从而控制晶体尺寸和形态 [23] 。不同的晶型控制剂

合物之间相互连接, 形成具有空间网状结构的特殊

主要通过以下 3 个方面进行形貌的调控: ① 改变反

CO2−
3

应体系的界面性质, 降低反应和生成物相的表面能,

的高活性组分化合物溶解, 形成溶胶, 经脱水形成凝

使反应更容易发生; ② 通过加入的控制剂与反应物

胶后固化, 再经热处理制备特定形貌和晶型 CaCO3 。

发生反应, 从而打破原有的化学平衡, 影响其成核、

该方法的缺点为晶核碰撞不稳定, 晶粒生长速度

结晶; ③ 通过吸附作用吸附在晶核表面上特殊的位

下降, 溶液对流和紊乱受到抑制。Ma 等 [22] 发现

置或者固定的模板, 形成特定方向上的位阻, 抑制

CaCO3 晶体在丝素蛋白 (SF) 水凝胶不同浓度的简

CaCO3 沿着某些方向生长, 各晶面成核速率不同, 最

单离子扩散中生长, 从低浓度和高浓度的丝素凝胶

终使 CaCO3 微晶按照特定方向生长 [24] 。

分散体系。凝胶结晶法是指将含有 Ca2+ 和

中得到的 CaCO3 晶体均为形态异常的方解石。

CaCO3 的粒径和形貌直接影响其性能和应用

工业上想要获得特殊形貌 CaCO3 , 需要在制备

范围。例如分散性好的立方纳米 CaCO3 可以作为

过程中投加具有不同功效的晶型控制剂, 以此来对

塑胶的补强剂, 链状、针状的 CaCO3 具有很好的增

CaCO3 的形貌以及尺寸进行导向作用。因此, 以下

强效果, 而球状的 CaCO3 则有很好的分散和耐磨性

将讨论晶型添加剂的分类以及探究其中的机理, 为

能。文石型和球霰石型为亚稳态, 在无添加剂条件

制备不同晶型和形貌的 CaCO3 提供思路。

下, 容易转变为方解石, 主要获得文石和球霰石型
CaCO3 的混合体。通常以针状、条状和纺链状等形

2 晶型控制剂

态存在的、具有高长径比的文石型 CaCO3 可用于填

晶体的生成是指最初形成较小的晶核, 在晶核
的基础上晶体继续生长的过程。影响晶体形貌的因

10 µm
(a) 䦵⟣᪴ⴠ

充纸张或提高聚合物的力学性能 [25] 。不同形貌的
CaCO3 的 SEM 如图 2 所示 [26-28] 。

1 µm
(b) ⤰ᒏ⤰䱝ⴠ

10 µm
(c) ⿸ᒏ㼐ⴠ

1 µm
(d) ᷿⟣㼐ⴠ

图 2 不同形貌 CaCO3 的 SEM 图
Fig. 2 SEM of CaCO3 with different morphologies

2.1 无机盐金属离子

CaCO3 , 防止其形成无水 CaCO3 , 从而得到稳定的

无机盐金属离子在合成 CaCO3 的过程中发挥

2+
单水 CaCO3 。通过调节 CO2−
及 Mg2+ 的浓
3 、Ca

重要作用, Mg2+ 、Zn2+ 、Ba2+ 等金属离子的存在会

度可得到形貌各异、镁钙比不同的方解石。通过

导致 CaCO3 的晶格畸变, 从而影响其晶体的生长。

控制单水方解石中镁钙比, 可以调控生成球状方解

金属离子通过占据 Ca2+ 在晶格中的特定位置, 以使

石、针状聚集体、方解石。Coboume 等 [30] 通过研

CaCO3 的晶格发生畸变, 从而改变 CaCO3 的晶体结

究发现当 CCa2+ : CMg2+ : CCO2−
为 1 : 1 : 1 时可得到
3

构乃至形貌。

无定形 CaCO3 。Mahmut 等 [31] 发现在超声波的调

Nishiyama 等 [29] 发现, 当 Mg2+ 起作用时, 方解

控下, Na+ 或 K+ 存在时, 所有产生的 PCC 粒子为

石型的 CaCO3 会大量产生。这可以解释为 MgCO3

方解石, 而用 NH+
4 则形成了文石和方解石晶体的混

在 方 解 石 周 围 的 集 聚 作 用, 并 一 定 程 度 上 保 护

合物。Eiblmeoer 等 [32] 发现 Ba2+ 和 Ca2+ 对 CaC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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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貌也存在一定的导向作用, 在合适的添加剂比

为主。

例下会生成纯净的文石。

2.5 糖类及蛋白质

2.2 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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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aCO3 的成核过程中, 不同结构的糖类具

无机或有机酸性溶液中存在某些阴离子, 它

有不同的诱导作用。直链可诱导合成出立方形颗

们可与 Ca2+ 发生微溶或不溶反应 (例如 SO2−
4 产

粒, 环状可制备出纺链状、针状、球状、片状等颗

生 CaSO4 ), 也可作为晶体成核的媒介。晶体材料对

粒形貌。由于不同种类的糖对 CaCO3 晶体生长的

CaCO3 晶体具有较高的吸附能, 可以吸附在 CaCO3

影响机理复杂, 因此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并发掘其

晶体上, 使 CaCO3 颗粒呈链状或针状。大量研究

深远的价值。糖类分子中的亲水性基团同 Ca2+ 之

发现, 羧酸等有机酸并不影响 CaCO3 晶体的成核

间的静电匹配作用, 致使晶体结晶成核的活化能降

作 用, 而 CaCO3 晶 体 在 生 长 过 程 中, CaCO3 可 以

低, 成核速率加快, 体系的电导率有不同程度的降

吸附有机酸到 CaCO3 颗粒上, 从而影响晶体的生

低。例如在碳化反应初期液相体系的逐渐浓稠进

2+

长。因为 CaCO3 颗粒对羧基的吸附比羧基与 Ca

一步造成局部过饱和, 进而使 CaCO3 的结晶活化能

的鳌合更强, 所以羧酸中羧基的数目和羧酸的浓

有所下降。在反应开始后一段时间, 许多高活性的

度都会抑制 CaCO3 晶体的生长, 从而影响 CaCO3

非晶态 CaCO3 微晶吸附在 Ca(OH)2 溶液表面, 使晶

形貌

研究了不同阴离子酸对

核表面能降低, 不易团聚成大晶体, 以较小晶核呈

CaCO3 形成的影响, 发现影响顺序为: 硒酸 > 砷

现。蛋白质对 CaCO3 形貌的控制与其特定的来源

酸 > 硅酸。阴离子能显著抑制文石的形成, 导致方

密切相关。从文石层提取出来的蛋白质可定向诱导

解石以多晶型为主的生长, 并显著降低 CaCO3 矿物

生成文石型 CaCO3 。Falini 等 [37] 发现一种来自珍

的沉淀速率。这种表现主要是因为阴离子对方解石

珠牡蛎壳中的无定形 CaCO3 结合蛋白 (ACCBP) 在

表面的吸附能力强于文石。

CMg2+ /CCa2+ = 1 和 CMg2+ /CCa2+ = 2 溶液中通过

2.3

[33]

。Motoharu 等

[34]

醇类

ACC 前驱体诱导文石的形成。

醇类的晶型控制剂的机理在于溶液的导电性以

2.6 复合型添加剂

及离子间的相互吸引。醇类会抑制 CaCO3 不同晶型
间的转化, 使球霰石晶体能够均一、长时间地存在
于自然环境中。在醇 - 水混合体系中, 醇分子会与无
机盐离子竞争水分子, 导致离子溶剂化层的组成和
结构发生变化, 影响离子结晶过程去溶剂化的能垒,
同时致使 CaCO3 成核生长过程发生变化, 进而引起
CaCO3 晶型、形貌的变化。杨阳等

[35]

研究结果表

明, 多羟基醇有利于亚稳定球文石的形成, 醇的加入
会增加方解石和球文石的界面能, 醇的羟基定向吸
附造成的吸附位密度降低是提升矿物界面能最可能
的机制, 而溶剂氢键数量决定了 CO2−
3 自由度, 有利
于对称度低且 CO2−
3 不平行的球文石形成。
2.4

[36]

氨基酸类
氨基酸依据羧基、氨基的数量, 大致可分为电

在对纳米 CaCO3 晶型控制剂的研究中发现, 仅
仅通过工艺对 CaCO3 形貌进行诱导合成存在技术
繁复、设备要求高等缺点, 且单一的晶型控制剂导
向生产的纳米 CaCO3 形貌也有限, 所以目前多使用
的技术为两种晶型导向剂结合作用, 该法成功研制
出形貌各异的纳米 CaCO3 颗粒。Zhang 等 [38] 通过
把络蛋白和 Mg2+ 复合添加到制备体系中, Mg2+ 通
过与 CaCO3 晶体的直接作用, 或者也可能通过影响
酪蛋白胶束的大小间接影响酪蛋白辅助 CaCO3 矿
化, 因为酪蛋白胶束在控制 CaCO3 矿化中起作用。

3 不同改性剂对 CaCO3 添加塑料的
影响

负性酸性、电中性、正电性的碱性氨基酸。大量结

纳米 CaCO3 直接投加到塑料高聚物中, 缺点主

果表明, 普通球霰石均为球形粒子, 而电负性的氨基

要有两点: 一是由于分子间作用力、静电力、氢键等

酸能定向引导球霰石向亚稳态转变, 形貌体现为具

引起的团聚。二是纳米 CaCO3 表面上的羟基亲水性

有一定长径比的橄榄球形; 电正性的碱性氨基酸通

较强, 使 CaCO3 呈现较强的碱性, 当添加到塑料等

过晶型导向作用, 基本上生成方解石型的 CaCO3 ; 电

高聚物中, 其很难与有机质亲和相容, 易团聚, 使其

中性氨基酸存在时, CaCO3 产物以方解石和球霰石

不能均匀地分散在高聚物中, 相容界面内容易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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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分子基体中的相容性最好 [47] 。Lin 等 [48] 发现

缺陷, 直接添加的效果不好 [39-40] 。
因此, 亟需对纳米 CaCO3 进行表面改性, 改性

使用的硬脂酸质量为 CaCO3 的 4% 时形成了单分

剂不仅可以增加 CaCO3 与高聚物的界面亲和性, 还

子层包覆, 其在 PP 基体中有较强的成核作用, 界面

可以定性地吸附在纳米 CaCO3 表面, 形成电荷排斥

结合性好, 制备的 CaCO3 /PP 复合材料拉伸和冲击

作用, 使其不易聚合并具有更好的稳定性、润湿性

性能最佳。因此, 改性剂对 CaCO3 进行改性时, 最好

和分散性

形成的是单层包覆层。

[41]

。纳米 CaCO3 经过改性处理后, 表面棱

角锐利的纳米颗粒被包覆在一起, 由于纳米颗粒层
的沉积, 其平滑的分离面也变得粗糙。它的表面不

3.2.2 表面活性剂
有机表面活性剂, 主要分为阴、阳表面活性剂、

仅具有纳米粒子的优异性能, 而且改变了矿物微米

脂肪酸及其盐类、树脂酸及其盐类、木质素等。脂肪

级粒子的表面特性

酸处理后的 CaCO3 不仅能与聚合物相容, 还和脂肪

[42]

。

改性机理

酸发生化学键合, 形成单层活性层, 将亲水的 CaCO3

纳米 CaCO3 改性的机理大致分两类: 一种是表

粉末的表面变为亲油性, 阻止了 CaCO3 粒子聚集成

面化学作用, 如官能团的取代、聚合、接枝和水解

块, 故而提高了粒子在油性基质中的分散性能。磷

等, 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新化学键的生成和结合界面

酸酯处理后的 CaCO3 , 粒子表面的 Ca2+ 被磷酸酯

的加强; 其次是表面物理作用, 例如其相界面发生

固定生成磷酸钙盐, 沉积附着于粒子的表面, 使亲水

的吸附、包覆、浸润等反应, 当填料完全被润湿时,

表面变为疏水表面。其不仅显著提高高聚物的加工

CaCO3 的高能表面会发生物理吸附, 该能量高于塑

性能、机械性能, 且使其更加耐受酸性环境并起到

料内聚黏结强度。表面改性的机理在于 CaCO3 内部

一定的阻燃效果 [49] 。如 Han 等 [50] 利用膜分散微反

的结构、成分, 以及 CaCO3 表面基团的数量、种类

应器对高质量 CaCO3 纳米粒子进行可控制备和原

和活性的影响, 而表面处理的方式、表面处理剂的

位表面改性, 通过投加硬脂酸钙制备的纳米 CaCO3

种类和活化过程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粒径分布窄, 平均粒径 34 nm, 远小于亲水性 CaCO3

3.1

[43]

。

粉体; 该产物分散性、疏水性好, 与有机高聚物共混

3.2 改性剂
CaCO3 表面改性剂通常分为: 偶联剂类、聚合
物、表面活性剂、无机物以及复合使用无机物和有
机物等

[44]

。

能得到综合性能较好的复合材料。
3.2.3 聚合物改性剂
用聚合物对 CaCO3 表面改性的机理大致有两

3.2.1 偶联剂

种: 其一是单体经聚合反应形成极薄的聚合物膜层

偶联剂中的亲水极性基团可以与 CaCO3 表面

并吸附于 CaCO3 表面; 其二是将溶于某种溶剂的聚

的羟基等多种基团反应, 如与 CaCO3 表面的羟基,

合物包覆于 CaCO3 表面, 防止溶剂在表面优先形成

形成强大的化学键, 另一些疏水的非极性基团则可

包膜, 通过物理、化学吸附在其表面形成保护层, 防

以与高聚物发生化学反应, 或物理缠绕, 凭借于偶联

止 CaCO3 颗粒团聚结块, 改善其分散性能。

剂的单分子层的架桥作用, 或将其包裹在 CaCO3 表

陈师岐等 [51] 探究了不同含量的经 PEG 包覆的

面, 使其显示出亲油性的特征, 从而把矿物和生物体

活性纳米 CaCO3 对 PP-R/纳米 CaCO3 复合材料性

两种差别极大的物质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能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 PEG 包覆使纳米 CaCO3

[45]

。

因此, 相容性好的无机/聚合物界面有助于消除

能更好地分散在 PP-R 基体中, 在基体中, 聚乙二醇

复合材料中不必要的空隙, 并将填料均匀分散到基

包覆纳米 CaCO3 混合填料的异相成核作用, 有助于

体中。Latinwo 等

基体晶粒细化和均匀化, 从而改善材料的抗冲击、

[46]

研究了硬脂酸和钛酸酯对重质

CaCO3 的湿法改性, 将硬脂酸和钛酸酯按一定比例

抗拉伸性能。当 CaCO3 粒子投加量超过 2% (质量

加入适量无水乙醇中进行复配, 结果表明, 硬脂酸和

分数) 时, 其在 PP-R 基体中由最初的分散良好, 转变

钛酸酯用量为 CaCO3 质量分数的 0.5% 和 2.72% 时,

为在 PP-R 基体中发生了团聚, 导致复合材料的冲击

CaCO3 的改性效果最好, 填充聚氨酯后拉伸强度有

强度和拉伸强度呈现下降趋势。Noah 等 [52] 将 3 种

了较大的提高。研究发现, 硬脂酸及其他类型的改

CaCO3 模型添加到乙丙橡胶改性的聚丙烯塑料中,

性剂对 CaCO3 形成的包覆层为单层包覆时, CaCO3

并研究了复合材料的结晶度以及热性能, 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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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O3 有助于降低同乳酸聚丙烯的熔化能量, 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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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可改善硅酮胶触变性、断裂伸长率及耐水性。

现在该复合材料中, 存在一种被认为是刚性的所谓

尤其是通过研究了各类表面活性剂对纳米

受限非晶相。它的存在影响了流动非晶相的行为。

CaCO3 的防团聚作用, 结果表明表面活性剂对分散

3.2.4 无机物改性剂

性的改善效果优劣顺序为阴离子、非离子、阳离子、

呈碱性的 CaCO3 容易在酸性环境中被分解, 极

高分子, 表面活性剂复配物的改善效果优于单一类

大限制了它的应用, 为扩大它的应用范围, 常用缩

型表面活性剂。所以, 复合改性 CaCO3 的研究仍具

合磷酸、铝酸钠、二氧化硅等耐酸性无机物处理

有较大的应用空间。

CaCO3 。采用无机电解质分散剂吸附纳米 CaCO3 ,
不仅可显著增加纳米 CaCO3 表面电位的绝对值, 产

4 结

生较强的静电排斥效应, 另外吸附层产生的较强空
间排斥效应也会有助于后续与基体的相容。并且无
机电解质通过增强填料表面对水的亲和程度, 从而
有效地抑制填料在水中的团聚 [53-54] 。
廖海达等 [55] 以六偏磷酸钠为改性剂, 采用机
械化学加水热处理的方法对超细 CaCO3 进行改性。
研究发现: 改性超细 CaCO3 的颗粒尺寸变小, 粒径
分布宽度变窄, 分散稳定性提高。秦燕等 [56] 利用
纳米 AlOOH 对超细 CaCO3 进行改性, 其具有自分

语

CaCO3 颗粒的粒径细化、表面活性化以及特定
的结构、形貌能提高其性能, 扩大其应用范围、发展
方向。选择适当有效的表面处理剂和晶型调节剂对
CaCO3 进行处理, 并对塑料进行填充, 可实现聚合物
的功能化, 其经济效益十分显著。单一的晶型控制
剂、改性剂处理的 CaCO3 对于复合材料的增强增韧
是有限的, 因此寻求晶型调节剂的复合和表面改性
剂的复合对改性 CaCO3 填充塑料具有良好的前景。

散和晶型结构好的优点。研究表明: 经过改性的

参考文献 :

CaCO3 粒径明显变小, 颗粒分布均匀, 在水相中分散

[1]

ONIMISI A J. KAMAR S A, HASHIM B H, et al. Synthe-

稳定性变高。

sis of precipitated calcium carbonate: A review [J]. Car-

3.2.5 不同改性剂的复配

bonates and Evaporites, 2018, 33: 331-346.

当使用两种改性剂进行复配时, 就要考虑两种

[2]

晶转化过程研究进展 [J]. 中国材料进展, 2020, 39(4):

改性剂的复配比例, 使它们对 CaCO3 进行包覆时产
生协同作用, 这样才能达到最佳的改性效果。

261-268.
[3]

罗万胜等 [57] 等将钛酸酯 TMC-105 与硬脂酸
进行不同比例的复配, 研究发现钛酸酯 TMC-105 和

解晶晶, 邹朝勇, 傅正义. 无定形碳酸钙的稳定性和结

刁润丽. 纳米碳酸钙的制备研究进展 [J]. 现代盐化工,
2020, 47(2): 19-20.

[4]

田键, 刘旻, 胡攀, 等. 我国碳酸钙产业发展与资源梯级

硬脂酸单一改性的最佳用量分别为 CaCO3 质量的

高值高效利用思考 [J]. 矿产保护与利用, 2020, 40(6):

1.5% 和 3%, 复配改性的最佳质量配比为 35% 硬脂

109-116.

酸和 65% TMC-105。单一改性及复配改性 CaCO3
填充 PP 后, 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均有提高, 而复配
改性的力学性能更好, 相较于未改性 CaCO3 /PP 复
合材料, 其拉伸、弯曲和冲击强度均有所提高。且复

[5]

性以及应用 [J]. 广东化工, 2019, 46(5): 124-125.
[6]

聚。黄炜波等

[7]

涂爱民, 王飞扬, 莫逊, 等. 碳化法纳米碳酸钙生产过
程的余热利用与节能增效 [J]. 新能源进展, 2019, 7(6):

对纳米 CaCO3 进行干法复配改性,

以聚丙烯蜡或铝酸酯作为偶联剂, 大大降低 CaCO3

周绿山, 赖川, 王芬, 等. 多孔碳酸钙的制备及应用研究
进展 [J]. 化工进展, 2018, 37(1): 159-167.

配改性的 CaCO3 在 PP 中的分散性良好, 不发生团
[58]

杨雷, 邓金营, 邓长征, 等. 纳米碳酸钙的合成、表面改

542-547.
[8]

刘亚雄. 日本纳米碳酸钙生产工艺及产品介绍 [J/OL].

的表面能、吸油值。并且促进纳米 CaCO3 在 PP 体

无机盐工业,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12.1069.TQ.

系中分散, 实现增强增韧的作用, CaCO3 与 PP 体系

20210224.1545.002.html

相容性更好, 产品熔融指数较高, 加工性能优异。林
进超等 [59] 用含活性氨基 B-200 助剂与硬脂酸钠复

[9]

史刘宾, 唐名德, 汤勇, 等. 高压碳化法可控制备微纳
米分级结构中空棒状碳酸钙及其表征 [J]. 化工进展,
2020, 39(11): 4742-4748.

合作为表面处理剂, 对纳米 CaCO3 进行活性处理,

[10] 赵丽娜, 曹扬, 崔雪梅. 针状纳米碳酸钙的制备及其在

实验结果表明, 添加适量 B-200 助剂与硬脂酸钠复

PVC 填充体系中的应用 [J]. 山东化工, 2016, 45(21):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学报

182
5-6.

2021 年 第 38 卷

[24] SAULAT H, CAO M L, KHAN M M, et al. Preparation

[11] WILLINGER M G, POLLEUX J, ANTONIETTI M, et al.

and applications of calcium carbonate whisker with a spe-

Structural evolution ofaragonite superstructures obtained

cial focus on construction materials [J]. Construction and

in the presence of the siderophore deferoxamine [J]. Crys-

Building Materials, 2020, 236: 117613.

tEngComm, 2015, 17: 3927-3935.
[12] 苗长林, 吕鹏梅, 王忠铭, 等. 模板法制备多孔交联脂
肪酶聚集体碳酸钙及其特性 [J]. 农业工程学报, 2020,
36(3): 218-226.
[13] 姚成立, 胡明雪, 韩帮玉, 等. 以花粉为模板诱导碳酸钙
的矿化合成 [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20,
22(4): 53-58.
[14] SHI H Z, LI L, ZHANG L Y, et al. Designed preparation

[25] 程娜, 周梅芳, 陈鹏宇, 等. 碳化法可控制备纳米碳酸钙
研究进展 [J]. 过程工程学报, 2017, 17(2): 412-419.
[26] LUO J, KONG F T, MA X S. Role of aspartic acid in the
synthesis of spherical vaterite by the Ca(OH)2 CO2 reaction
[J]. Crystal Growth & Design, 2016, 16(2): 728-736.
[27] ARPITA S, SAMRIAN M. Synthesis of all crystalline
phases of anhydrous calcium carbonate [J]. Crystal Growth
& Design, 2010, 10(5): 2129-2135.

of polyacrylicacid/calcium carbonate nano-particles with

[28] 李佳乐, 王新宇, 陈天艺, 等. 连续鼓泡法海水碳化制备

high doxorubicin payload for liver cancer chemotherapy

碳酸钙文石的研究 [J]. 无机盐工业, 2021, 53(2): 42-46.

[J]. CrystEngComm, 2015, 17: 4768-4773.
[15] CHEN J Y, YANG C Y, CHEN P Y. Synthesis of hierarchi-

[29] NISHIYAMA R, MUNEMOTO T, FUKUSH K F.
Formation

condition

of

monohydrocalcite

cally porous structured CaCO3 and TiO2 replicas by solgel

CaCl2 MgCl2 Na2 CO3

method using lotus root as template [J]. Materials Science

Cosmochimica Acta, 2013, 100: 217-231.

& Engineering C, 2016, 67: 85-97.

solutions

[J].

from

Geochimica

et

[30] COBOUME G, MOUNTJOY G, RODRIGUEZ-BLANCO

[16] SEVGI P.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s of sodium laurate on

J D, et al. Neutron and X-ray diffraction and empirical po-

calcium carbonate precipitation: Characterization and op-

tential structure refinement modelling of magnesium sta-

timization studies [J]. Journal of Cryst Growth, 2019, 508:

bilised amorphous calcium carbonate [J]. Journalof Non-

8-18.

Crystalline Solids, 2014, 401: 154-158.

[17] WANG J, SONG J Z, JI Z Y, et al. The preparation of calci-

[31] MAHMUT A, SONER T, BURCIN K. Ultrasonicassisted

umcarbonate with different morphologies under the effect

production of precipitated calcium carbonate particles from

of alkanolamide 6502 [J]. Colloids and Surfaces A: Physic-

desulfurization gypsum [J]. Ultrasonics Sonochemistry,

ochemical and Engineering Aspects, 2020, 588: 124392.

2021, 72: 105421.

[18] LIU J, LIU Y K, KONG Y, et al. Formation of vaterite

[32] EIBLMEOER J, DANKESREITER S, PFITZNER A, et al.

regulated by silk sericin and its transformation towards hy-

Crystallization of mixed alkalineearth carbonates in silica

droxyapatite microsphere [J]. Materials Letters, 2013, 110:

solutions at high pH [J]. Crystal Growth & Design, 2014,

221-224.

14(12): 6177-6188.

[19] TRUSHINA D B, SULYANOV S N, BUKREEVA T V, et
al. Size control and structure features of spherical calcium
carbonate particles [J]. Crystallography Reports, 2015,
60(4): 570-577.

[33] 张枝. 不同形貌轻质碳酸钙的制备及其工艺条件研究
[D].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 2015.
[34] MOTOHARU K, TOMOAKI M. Impact of selenite, arsenate, and silicate oxyanions on the polymorphism and pre-

[20] MENG L Y, WANG B, MA M G, et al. The progress of

cipitation rate of calcium carbonate minerals in solutions

microwave-assisted hydrothermal method in the synthesis

with Mg2+ ions [J]. Journal of Crystal Growth, 2020, 535:

of functional nanomaterials [J]. Materials Today Chem-

125536.

istry, 2016, (1/2): 63-83.
[21] 纪秀杰, 李全, 高海宇, 等. 混合溶剂热法制备层状纳米
结构碳酸钙 [J]. 天津工业大学学报, 2018, 37(4): 37-41.

[35] 杨阳, 朱辰, 王洪涛, 等. 醇羟基对碳酸钙矿物成核物
相及界面能影响研究 [J]. 高校地质学报, 2020, 26(6):
617-627.

[22] MA Y F, FENG Q L, BOURRAT X. A novel growth pro-

[36] JIN C, LI J L, LIU X J. Teosin, a novel basic shell matrix

cess of calcium carbonate crystals in silk fibroin hydro-

protein from Hyriopsis cumingii induces calcium carbon-

gel system [J]. Materials Science & Engineering C, 2013,

ate polycrystal formation [J].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

33(4): 2413-2420.

2020, 150: 1229-1237.

[23] 王向科, 尹荔松. 不同形态纳米碳酸钙制备及应用的研
究进展 [J]. 硅酸盐通报, 2014, 33(5): 1103-1106.

[37] FALINI G, FEMANI S, GOFFREDO S. Coral biomineralization: A focus on intraskeletal organic matrix and cal-

第3期

苏晴, 燕溪溪, 王爽, 等: 影响纳米碳酸钙性能的制备方法研究进展

cification [J]. Seminars in Cell & Developmental Biology,
2015, 46: 17-26.
[38] ZHANG A, XIE H, LIU N A, et al. Crystallization of calcium carbonate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casein and magnesium ions [J]. RSC Adv, 2016, 6: 110362-110366.
[39] RACHID H, RAJAA S, ZAKARIA B, et al. Polymer composite material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J]. Composite
Structures, 2021, 262: 113640.
[40] 宋科. 纳米碳酸钙改性聚丙烯大变形行为的研究 [J]. 塑
料科技, 2019, 47(6): 29-33.

183

2011, 354: 570-576.
[49] 黄剑岚. 原位改性纳米碳酸钙新产品研发及应用评价
[D]. 厦门大学, 2019．
[50] HAN C L, HU Y P, WANG K, et al. Preparation and insitu surface modificationof CaCO3 nanoparticles with calcium stearate in a microreaction system [J]. Powder Technol. 2019, 356: 414-422.
[51] 陈师岐, 张明月, 王选伦. 高分散性 PP-R/纳米碳酸钙复
合材料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J]. 橡塑技术与装备, 2020,
46(18): 13-18.

[41] STEPHEN O, DUNCAN C．Progress of biocalcium car-

[52] NOAH P M A, EBANDA F B, OHANDJA L M A, et al.

bonate waste eggshell and seashell fillers in polymer com-

Study of the relative variations of the thermal properties

posites: A review [J]. Composites science, 2020, 4(2): 70.

and crystallinity of blends (PP/EPR)/calcium carbonate [J].

[42] 李文康, 张宸宇, 欧西江. 一种超细轻质碳酸钙的改性

Modeling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Material Science,

方法及其在塑料上的应用: CN107629487A [P]. 201801-26.
[43] PALANIKUMAR K, ASHOKGANDHI R, RAGHUNATH B K, et al. Role of calcium carbonate (CaCO3 ) in
improving wear resistance of polypropylene (PP) compo-

2021, 11(1): 19-33.
[53] FABIO I, GUNTER H, TIM C C, et al. Influence of the
surface modification of calcium carbonate on polyamide
12 composites [J]. Polymers, 2020, 12(6): 1295.
[54] 董栋栋, 王刚, 苏晓峰, 等. 不同形貌碳酸钙的制备及

nents used in automobiles [J]. Materials Today: Proceed-

其对 PVC 薄膜力学性能的影响 [J]. 中国塑料, 2020,

ings, 2019, 16: 1363-1371.

34(12): 35-40.

[44] 徐鹏金. 浅述超细碳酸钙表面改性的研究进展 [J]. 中国
粉体工业, 2019(3): 7-11.
[45] 孙锋, 苗伟, 马健, 等. 偶联剂改性对 PVC/碳酸钙复合材
料性能的影响 [J]. 塑料工业, 2021, 49(5): 128-133.
[46] LATINWO G K, OGUNLEYEO R, AGARRY S E, et al.

[55] 廖海达, 秦燕, 朱南洋, 等. 改性超细碳酸钙及其在水性
塑胶涂料中的应用 [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
版), 2015, 21(3): 92-96.
[56] 秦燕, 廖海达, 朱南洋, 等. 超细碳酸钙的表面改性研究
[J]. 材料导报, 2015, 29(S2): 52-55.

Effect of stearic acid and titanate coupling agent modi-

[57] 罗万胜, 王云英, 杨光. 复配型钛酸酯及其对超细碳酸

fied calcium carbonate on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flexible

钙/PP 复合材料的性能影响 [J]. 南昌航空大学学报 (自

polyurethane foam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osite

然科学版), 2020, 34(3): 53-60.

Materials, 2018, 8(4): 91-96.
[47] 徐艳梅. 纳米碳酸钙的改性及在硬聚氯乙烯中的应用
[J]. 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 2018(13): 4433.
[48] LIN Y, CHEN H B, CHAN C M, et al. Nucleating effect of calcium stearate coated CaCO3 nanoparticles on
polypropylene [J]. Journal of colloid and interface science,

[58] 黄炜波, 熊文, 黄炜民. 改性纳米碳酸钙在 PP 汽车保险
杠中的应用 [J]. 轻工科技, 2016, 32(11): 23-24.
[59] 林进超, 杜年军, 颜干才. 超疏水性纳米碳酸钙的制备
及在防水密封胶中的应用 [J]. 中国建筑防水, 2020(1):
2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