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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种类与煅烧温度对合成CaZr03粉体的影响

刘一帆 王榕林 姬莹莹 卜景龙
华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河北省无机非金属材料重点实验室 河北唐山063009

摘 要：为了探讨采用高温固相反应法合成CaZrO，粉体的适宜工艺条件，以CaO、Ca(OH)，和CaCO，粉为钙源

原料，以纳米级Zr02(简称am—Zr02)、微米级ZrO：(简称斗m-ZrO：)和CaO部分稳定Zr02(简称Ca-PSZ)粉为锆

源原料，按照n(CaO)：n(ZrO：)=1：1分别组合配料，经混合、压制成型后，采用固相反应法分别在800、900、

1 000、1 100和1 300 oC保温3 h煅烧合成CaZrO，粉体，探讨了原料种类及煅烧温度对CaZrO，合成率的影响。

结果表明：有利于CaZrO，合成的钙源优势顺序(从优到劣)为CaO、Ca(OH)2、CaCO，，有利于cazro，合成的锆

源优势顺序为nm—Zr02、斗m—Zr02、Ca-PSZ；以Ylm—Zr02、I-tm—Zr02和Ca-PSZ为锆源的试样中，其CaZr03含量迅

速增加的温度区间分别主要发生在800—1 000 oC、900～1 100℃和1 000～1 300℃；以CaO和纳米级ZrO，为

原料，在1 000℃保温3 h的条件下即可合成出纯度较高的CaZrO，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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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ZrO，是MgO—CaO-ZrO：系统相图中唯一稳定

的二元化合物，因其具有高的熔点(2 340℃)、高的

介电常数和低的耗散因数，是一种重要的耐火材料和

陶瓷原料¨。2J。就近年来为解决MgO—Cr：O，质水泥

窑内衬对环境的污染和MgO—C质钢包内衬对钢液二

次增碳的问题而研发的MgO—CaO—ZrO：系耐火材料

而言，通过MgO—CaO—ZrO：配合料的反应烧结获得的

MgO-CaZr03或MgO-CaZrO，一ZrO：复合材料，因其中

存在反应形成的CaZrO，而提高了材料的抗热震性和

抗碱性渣侵蚀性，但也存在因CaO与ZrO：反应不完

全而使材料难于避免水化的问题∞J。因此，一些研究

者不得不考虑采用预先合成CaZrO，的方法来解决此

问题。CaZrO，的合成方法有多种M‘9 J，其中高温固相

反应法更适合于大规模生产。高配亮等H1采用

1 600 oC的温度条件探讨了钙源对CaZrO，合成率、致

密度和晶粒发育程度的影响。在本研究中，主要探讨

了原料种类及煅烧温度对采用高温固相反应法合成

CaZrO，粉体的影响。

1 试验
1．1原料

所用原料如下：纳米级氧化锆(ilm—ZrO：)，其纯度

为W(Zr02+Hf02)=99．96％，粒度<100 nln；微米级

氧化锆(“m-Zr02)，其纯度为W(Zr02+Hf02)=

98．74％，粒度‘<44 Ixm)；氧化钙部分稳定氧化锆

(Ca-PSZ)，其w(ZrO，)=94．23％，W(CaO)=

4．20％，粒度<74斗m；氧化钙(CaO)，分析纯试剂；氢

氧化钙(Ca(OH)：)，分析纯试剂；碳酸钙(CaCO。)，分

析纯试剂。

1．2试样制备

分别以nm-Zr02、Ixm—Zr02和Ca—PSZ粉为锆源，

以CaO、Ca(OH)：和CaCO，粉为钙源，按照n(CaO)：

n(ZrO：)=1：1分别进行不同原料组合(共9种组合)

的配料。以无水乙醇为分散介质，将各配料组合的物

料湿法混合3 h后，其料浆于100 oC烘干24 h，最后将

混合干粉反复过0．074 mm(200目)标准筛9次后获

得合成CaZrO。的配料混合粉。取部分配料混合粉进

行热重一差热分析，以确定CaZrO，合成试验的温度范

围。另取适量混合粉置于巾30 lllm的圆柱型模具中，

采用液压机于150 MPa压制成型出尺寸为630 mm x

10 nlm的坯体试样，再按照TG—DTA分析结果拟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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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试验的温度和保温时间将坯体试样分别煅烧，最

后经过冷却和研磨，即可获得合成锆酸钙粉体。

1．3表征

利用STA 449C型综合热分析仪对部分含

Ca(OH)：和CaCO。的配料组合的混合粉进行热重一

差热分析(TG—DTA)；利用D／MAX2500PC型x射线

衍射仪(XRD)对不同温度下合成锆酸钙粉体的物相

成分进行分析，并采用RIR法计算出其中CaZrO，相

的质量分数，用于表征CaZrO，的合成率。

2 结果与讨论
2．1 CaZrO，合成试验温度的确定

对组成为nm—Zr02+Ca(OH)2、“m-Zr02+

Ca(OH)2、nm·Zr02+CaC03和斗m—Zr02+CaC03的

配料混合粉进行的TG—DTA分析结果分别如图1和

图2所示。

温度／℃

a)rim—ZrO，+Ca(OH、

温度，C

(b)lam-ZrO：+Ca(OH)2

图1 nm—Zr02+ca(OH)2混合粉和p,m—Zr02+ca(OH)2混
合粉的TG-DTA曲线

Fig．1 TG—DTA curves of nm—Zr02+Ca(OH)2 mixed pow-

der and um-Zr02+Ca(OH)2 mixed powder

由图1可以看出：含ca(OH)：的两种配料混合

粉的DTA曲线分别在447．4和447．9 oC处形成吸热

峰，在676．9和675．2℃处形成微弱放热峰，在

1 304．4和1 300．4 oC处形成强放热峰；温度升高至

350～700 oC时，两种混合粉的TG曲线均迅速下降

(即试样的表观质量迅速减少)；当温度超过800℃

温度FC

alnm．Zr0、+CaCO

温度／℃

(b)Um—Zr02+CaCO

图2 nm—Zr02+CaC03混合粉和Ixm-Zr02+CaC03混合粉的
TG—DTA曲线

Fig．2 TG-DTA curves of nm-Zr02+CaC03 mixed powder
and iJm·Zr02+CaC03 mixed powder

后，TG曲线则均开始趋于稳定(即试样表观质量无明

显变化)。分析认为：吸热且试样表观质量减少的反

应应该是Ca(OH)：分解形成CaO的反应，放热且试

样表观质量无明显变化的反应应为CaZrO，的形成反

应。由组合nm—Zr02+Ca(OH)2和组合岬-Zr02+
Ca(OH)：合成CaZrO。的反应应分别始于Ca(OH)：

完全分解之前的676．9和675．2 oC左右，但应主要发

生在Ca(OH)：完全分解形成CaO之后，并分别于

1 304．4和1 300．4℃时反应放热速率达到最大值。

类似地，由图2可看出：由组合am—Zr02+CaC03

和组合“m—ZrO：+CaC03合成CaZr03的反应应发生

在CaCO，完全分解形成CaO之后，并分别于1 307．2

和1 326．3℃时反应放热速率达到最大值。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以Ca(OH)2和CaCO，完全

分解成CaO后的“800～1 300℃”为CaZr03合成实

验的温度范围。因此，本试验中将合成CaZrO，的煅

烧温度分别拟定为800、900、1 000、1 100、1 200和

1 300 oC，保温时间均为3 h。

2．2原料种类对CaZrO，合成率的影响

采用拟定的煅烧温度对各坯体试样分别进行了

煅烧，并对烧后试样进行了XRD分析及物相质量分

数计算，以探讨钙源和锆源对CaZrO，合成率的影响。

以900 cC保温3 h煅烧试样为例，图3示出了其中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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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ZrO：组合的三种煅烧试样的XRD分析图谱，表1

示出了其中CaZrO。相的含量。
■

I．J儿．L^，．h№一．．!!二：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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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图3含nm—ZrO：配料组合试样煅烧后的XRD图谱(900 oC保
温3 h)

Fig．3 XRD patterns of specimens with am—Zr02 calcined at

900 oC for 3 h

表1不同配料组合试样煅烧后CaZrO，相的含量(900℃保
温3 h)

Table 1 CaZr03 phase content in specimens calcined at

900 oC for 3 h

配料组合 ”(ca。Zr03)／ 配料组合 ”(ca。Zr03)／
％

nm-Zr02+CaO 58 I．Lm-Zr02+CaC03 5

nm—Zr02+Ca(OH)2 49 Ca-PSZ+CaO 4

tim·Zr02+CaC03 14 Ca-PSZ+Ca(OH)2 3

I．zm-Zr02+CaO 6 Ca—PSZ+CaC03 3

p,m-Zr02+Ca(OH)2 6

由图3的XRD图谱可见，经900℃保温3 h烧后

试样中均形成了CaZr03，其中以nm—Zr02+CaO组合

试样中的CaZrO，相的衍射峰最强。由表1可知，900

℃煅烧时，锆源中的nm-ZrO：最容易与钙源反应生成

CaZrO，，Ixm．ZrO，的次之，Ca—PSZ的反应活性最差；

钙源中的CaO最容易与锆源反应生成CaZrO，，

Ca(OH)：次之，CaCO，的反应活性最差。分析认为，

锆源中的nm．ZrO：易与钙源反应生成CaZrO。的机制

是显而易见的：粒径小，表面能高，反应活性高；而

Ca(OH)：和CaCO，比CaO难与锆源反应生成CaZrO，

的原因，则与常理“其二者分解后的产物CaO相的缺

陷多，活性高，易发生反应”相悖。究其原因，应是

CaZrO，的固相合成反应主要取决于ca2+和zr4+互扩

散的反应过程，而Ca(OH)：和CaCO，分解产物的疏

松性及其疏松程度是制约其离子扩散反应的关键因

素。换言之，ca(OH)：和CaCO，分解后的母盐“假

象”越疏松，或微细孔密度越高，越不利于其离子扩散

反应的快速发生。

2．3煅烧温度对CaZrO，合成率的影响

图4示出了煅烧温度对不同配料组合合成的

CaZrO，粉体试样中CaZrO，含量的影响。由图4可

见：随煅烧温度的升高，试样中CaZrO，含量主要呈增

加趋势；以nm—Zr02、“m—Zr02和Ca-PSZ为锆源的试

样中，其CaZrO，含量迅速增加的温度区间分别主要

发生在800～1000、900～1 100和1 000～1 300 oC。

800 900 1 000 1 00 1 200 1 300

温度／。C

800 900 1 000 100 200 l 30(

温度／。C

图4煅烧温度对试样中CaZrO，含量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CaZr03 content in calcined

specimens

综合以上试验结果表明，以CaO和nm．ZrO，为原

料，在1 000℃保温3 h的条件下可以合成出纯度较

高的CaZrO，粉体。

3 结论

(1)CaZr03的合成反应主要发生在Ca(OH)：和

CaCO。完全分解之后。以CaO、Ca(OH)：、CaCO，为

钙源原料，nm—ZrO。、斗m—ZrO：和Ca—PSZ为锆源原料

合成CaZrO，时，钙源中的CaO具有明显的优势，

Ca(OH)：次之，CaC03最差；锆源中的nm．ZrO：具有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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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优势，Ixm．ZrO：次之，Ca—PSZ最差。

(2)以nlTl—Zr02、Ixm-Zr02和Ca-PSZ为锆源的试

样中，其CaZrO，含量迅速增加的温度区间分别主要发

生在800—1 000、900～1 100和1 000～1 300 oC。

(3)以CaO和纳米ZrO：为原料，在1 000℃保温

3 h的条件下可以合成出纯度较高的CaZrO，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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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suitable synthesis conditions of CaZr03 by high temperature solid

phase reaction，CaZr03 specimens were prepared using CaO，Ca(OH)2 and CaCO，powders as Ca

source，nano Zr02(named as nm—Zr02)，micro Zr02(named a§pm—Zr02)and CaO partially stabilized

Zr02(named as Ca-PSZ)powders as Zr source，then batching according to门(CaO)：n(Zr02)=1：1，

mixing，pressing into shape，and firing at 800，900，1 000，1 100 and 1 300℃for 3 h，respectively。Effects of

raw materials types and calcination temperatures on synthesizing rate of CaZrO，were researched．The re—

suits show that lhe order of Ca and Zr source basing on the advantage of formation of CaZrO，are CaO>

Ca(OH)2>CaC03，and nm—Zr02>pm—Zr02>Ca—PSZ，respectively．For the specimens using nm—Zr02，

pm—Zr02 and Ca—PSZ as Zr sources，the temperature ranges of the rapid increase of CaZr01 content are

mainly 800—1 000℃，900—1 100℃and 1 000—1 300℃，respectively。The CaZr03 powder with high purity

can be prepared using nm—Zr02 and CaO as raw materials at 1 000℃for 3 h．

Key words：calcium zirconate；synthetic rate；Ca source；zirconium source；calcination temperature；high

temperature solid phase reac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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