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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铝浆料性能对喷雾干燥微珠形貌的影响
孟轩宇 1，苏振国 2，刘文婷 1，李世纪 1，杨金龙 2，黄 勇 2
(1. 中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太原 030051；
2. 清华大学材料学院，新型陶瓷与精细工艺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4)
摘 要：以氧化铝粉体为原料，通过改变固含量、分散剂加入量调节浆料流变性能，采用离心式喷雾干燥工艺制备出氧化
铝微珠坯体，研究了固含量、分散剂加入量对氧化铝浆料流变性以及微珠坯体形貌的影响，分析了“苹果型”缺陷坯体的
形成过程。结果表明：随着浆料固含量的增加，规则球形坯体数量呈现迅速增多然后缓慢减少的趋势，随着分散剂加入量
的增加，规则球形坯体的数量先增多然后逐渐减少，当浆料固含量为 40%(体积分数)、分散剂加入量为 0.5(质量分数)%时，
球形坯体数量的比例最高为 92.9%；“苹果型”缺陷坯体的形成受浆料固含量的影响显著，固含量为 20%时，颗粒间距为
0.549 μm，坯体中规则球形坯体仅有 14.6%，大部分是“苹果球”坯体，固含量为 40%时，颗粒间距为 0.157 μm，球形坯
体比例为 92.9%，仅形成少量的“苹果球”坯体，因此，固含量越低，颗粒间距越大，坯体形成过程中空洞出现的越多，
导致最后形成大量的“苹果球”坯体。采用二次烧结的方法对 Al2O3 坯体进行烧成，经过 1 700 ℃烧成的 Al2O3 微珠抗压
强度达到了 105.6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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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Alumina Slurry on Morphology of Microspheres by Spray Dr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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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 Taiyuan 030051, China; 2. State Key Lab of New
Ceramics and Fine Processing,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Alumina microspheres were prepared by centrifugal spray drying using alumina powder as a starting material. The
influences of solid loading and dispersant addition amount in alumina slurry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green body were investigate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apple-shaped green body was also discussed. The number of sphere-shaped green body first increases,
and then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solid loading. When the dispersant addition amount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sphere-shaped
green body first increases and then decreases. An aqueous slurry with 40% (in volume fraction) of alumina and 0.5% (in mass
fraction) of dispersant addition amount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a green body with microspheres, obtaining a high pellet yield of
92.9%. The solid loading of alumina slurry has a dominant effect on the apple-shaped green body. When solid loading is 20%, the
distance between particles is 0.549 μm, the proportion of spherical green body is 14.6%, including most apple-shaped green bodies.
When solid loading is 40%, the distance between particles is 0.157 μm, and the proportion of spherical green body is 92.9%. A lower
solid loading results in a greater space, causing the more holes in the green bodies. As a result, massive apple-shaped green bodies
appear. The two-step sintering process is adopted to prepare alumina microspheres, and the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microspheres
sintered at 1 700 ℃ can reach 105.6 MPa.
Keywords: spray drying; spherical alumina; slurry; viscosity; microsphere

收稿日期：2016–11–28。

修订日期：2017–02–23。

Received date: 2016–11–28.

Revised date: 2017–02–2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572140)。

First author: MENG Xuanyu(1991–), male, Master candidate.

第一作者：孟轩宇(1991—)，男，硕士研究生。

E-mail: 467928975@qq.com

通信作者：杨金龙(1965—)，男，博士，教授。

Correspondent author: YANG Jinlong(1966–), male, Ph.D., Professor.
E–mail: jlyang@tsinghua.edu.cn

· 864 ·

《硅酸盐学报》

J Chin Ceram Soc, 2017, 45(6): 863–871

陶瓷微珠是指粒径为微米级的无机非金属材料
烧结体，呈球体或近似球体[1]。陶瓷微珠不仅具有
陶瓷材料高强度、高硬度、以及优良的耐磨性与耐
腐蚀性等优点，同时还具有球形颗粒各向同性的优
点。陶瓷微珠作为高聚物填料以及金属基强化材料，
能够改善材料的强度、刚度及耐热性，因此广泛应
用于军工、医药、化工、环保、核技术等行业[2–5]。
陶瓷微珠的制备过程包括球形坯体的制备和
烧结。目前，球形坯体的制备方法主要有沉淀法、
聚合–诱导胶体聚集法、溶胶–凝胶法、气流研磨
法、粒化–滚化法、挤压成型–滚动法、喷雾干燥
法等[6]。其中，喷雾干燥法操作简单稳定，控制方
便，容易实现自动化作业，生产效率高。浆料通
过雾化器形成雾滴，由于表面张力的作用形成球
形液滴，并在高温作用下迅速干燥变为坯体，制
备的坯体球形率和纯度高、分散性好。喷雾干燥
法在食品、制药、纳米材料、石油化工及环保等
领域都有广泛应用[7–9]。陶瓷微珠坯体的烧结则普
遍采用二次烧结法。
Walton 等[7,10]对不同成分的喷雾干燥颗粒进行
了研究，根据不同的形貌特征将其分为结晶型、形
成表壳型、团聚型 3 种不同类型的颗粒，并对颗粒
形态和流动性、堆积密度等性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
描述；Bertrand 等[11]研究了不同浆料配比对 Al2O3
浆料状态及粉体结构的影响，分析空心及实心粉体
的形成原因；唐文军等[12]利用喷雾干燥技术，在浆
料固相含量为 47.6%、分散剂和黏合剂分别为固相
质量的 0.4%和 1.0%时，得到具有合适黏度和最佳
的分散稳定性的浆料，喷雾造粒制备得到球形或
近球形、具有较高流动性的 TiB2/Al2O3 复合粉体；
翟长生等[13]研究了分散剂、黏合剂及固相含量等流
变学因素对 Al2O3/nano–TiO2 喷雾造粒粉体流动性
的影响，当固相含量为浆料总质量的 60%、分散剂
和黏合剂分别为固相质量的 0.3%和 1.0%时，喷雾
造粒制备出的粉体形状为球形或近球形，具有较高
的松装密度和良好的流动性，满足热喷涂的需要。
目前用喷雾干燥法制备出的微珠坯体形貌还
存在一定缺陷，对于浆料性能对氧化铝微珠形貌
的影响研究较少。利用喷雾干燥法制备氧化铝微
珠，通过调节固含量、分散剂含量来改变浆料性
能，研究浆料性能对坯体形貌的影响，分析“苹
果球”型缺陷的形成过程，并采用二次烧结的方
法制备出了球形度高、分散性良好、具有较高强
度的氧化铝微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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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
1.1

原料
Al2O3 粉体纯度>99.97%(质量分数)。由图 1 可
知：Al2O3 粉体粒径呈正态分布，d50=3.27 μm，XRD
分析显示实验所用粉体为 α-Al2O3 相。分散剂为木
质素磺酸钠，分子量约为 2 000。黏合剂为聚乙烯醇，
分子量为 85 000，溶剂为去离子水，配制成浓度 10
g/mL 的溶液。
1.2 制备过程
按一定比例将去离子水、Al2O3 和分散剂混合
配制成浆料(固含量 20%~50%，体积分数)，分散
剂的加入量为 Al2O3 粉体质量的 0.2%、0.5%、
0.8%、1.2%、1.5%，球磨 24 h 后，在浆料中加入
Al2O3 粉体质量 5%(质量分数)的 PVA 水溶液，再
球磨 2 h，得到均匀稳定的浆料，浆料经过隔膜泵
进入离心喷雾干燥机中制备 Al2O3 微珠坯体。用
LPG-10 型喷雾干燥机，隔膜泵的流速为 60 mL/min，
离心喷雾干燥机干燥塔热空气进口温度 250 ℃，
出口温度 100 ℃，进口风量 300 m3/h，雾化器转速
20 000 r/min。将坯体放入 KSL-1800X 型箱式电炉
中预烧，预烧温度为 1 400 ℃，升温速率 3 ℃/min，
保温时间 2 h，随炉冷却至室温，再将预烧后的坯体
进行烧结，烧结温度分别为 1 400、1 600、1 700 ℃，
升温速率 5 ℃/min，保温时间 2 h，之后冷却至室
温，得到 Al2O3 微珠。
1.3 样品表征
用 Mastersizer2000 型激光粒度仪对原料粒度
进行测试。用 D8 ADVANCE 型 X 射线衍射仪对
原料晶型进行测试。用 Kinexus Pro 型流变仪对浆
料的流变性能进行测试。浆料流动性通过浆料流
过 容 量为 100 mL 的 漏 斗 所 用时 间 来 表 征。 用
SSX-550 型 扫 描 电 子 显 微 镜 观 察 样 品 的 微 观 结
构，并通过 Image-Pro Plus 软件对照片进行处理，
分析微珠坯体的球形度。松装密度和振实密度分别
按照 GB/T 16913—2008《粉尘物性试验方法》和
GBT 21354—2008《粉末产品振实密度测定通用方
法》测定。用 AG-IC20KN 型万能材料试验机测试
微珠抗压强度，利用筒压模具，采用 Niesz[14]等提
出的压缩法测定微珠的强度。

2 结果与讨论
2.1

浆料粒度的影响
图 1 为浆料球磨 24 和 40 h 后颗粒的粒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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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由图 1 可见，二者曲线较为接近，和初始
原料相比，中位粒径有一定程度的减小，主要是
因为原料中粒径大于 20 μm 的颗粒经过球磨后显
著减少；同时，浆料球磨的过程也实现了浆料的
均匀混合。

(a) 20%

图 1 Al2O3 粉体球磨 24 和 40 h 的粒度分布曲线
Fig. 1 Particle size distributoin of alumina powder after
ball-milling of 24 and 40 h

在浆料体系中，颗粒的粒度大小和粒度分布
都会对浆料性能产生影响。粒径大的颗粒能增加

(b) 30%

浆料的流动性，有助于制备高固相含量料浆，但
由于颗粒之间空隙过大，制备的微珠较难达到高
致密度；相同的固含量，颗粒尺寸的减小意味着
颗粒数量的增加以及颗粒间距的减小，颗粒间运
动的阻力必然增加，因此导致浆料黏度增大，不
利于制备高固相含量的浆料，但制备的微珠致密
而均匀。
颗粒的粒度分布对浆料影响同样显著。在平均
粒度相同的情况下，粒径分布较广的颗粒之间有较
好的填充性，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级配，浆料颗粒
间流动性更好，此条件下制备的微珠也较为致密，

(c) 40%

不同粒径的颗粒相互填充，结合较为紧密。
2.2

固含量

Fig. 2

图 2 为不同固含量浆料制备坯体的微观形貌。
由图 2 可以看出，浆料的固含量对所制备坯体的形
[9]

貌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Walton等 报道了离心喷
雾干燥制备坯体会出现的各种缺陷以及所形成的
不规则坯体，包括坯体上出现坑洞形成的“苹果
球”、
“梨形球”、被拉长的“棒状球”、相邻坯体粘
结形成的“花生球”以及坯体破碎出现的碎屑，这
其中，“苹果球”坯体是出现最多、最普遍的一种
缺陷坯体。

图 2 不同固含量浆料制备的坯体 SEM 照片
SEM images of the green body prepared with different
solid loading

微珠坯体的球形度由式(1)计算得出[1]：
4A
(1)
 2
L
式中：σ 为球形度；A 为微球的投影面积，m2；L
为微球的投影周长，m；A 和 L 由微球的 SEM 照
片，通过图片处理软件 Image-Pro Plus 处理得出。
球形度大于 0.9 且没有“苹果窝”的坯体即为规则
形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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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浆料固含量对流速的影响
Fig. 3 Influence of the solid loading on the flow rate

当浆料固含量为 20%时，坯体中出现了大量的
“苹果球”坯体，见图 2a，规则坯体数量很少，仅
有 14.6%，随着浆料固含量的增加，
“苹果球”坯体
数量逐渐减少，规则球形坯体数量增加，当固含量
为 40%时，规则球形坯体数量最多，达到 92.9%，
如图 4 所示，进一步提高浆料的固含量，规则坯体
的数量出现下降的趋势，这是由于此时形成的坯体
尺寸较大，容易出现破碎形成坯体碎屑导致。

Fig. 4

图 4 浆料固含量对坯体成球率的影响
Influence of solid loading on pellet yield of green body

浆料进入喷雾干燥设备后经历 4 个过程：浆料
形成液滴、液滴与热空气混合、液滴干燥(水分蒸发)
形成坯体、坯体与空气分离，其中，浆料形成液滴
的过程和液滴干燥的过程对最终坯体的形貌和尺寸
影响最大，Xue 等[15]报道了坯体的颗粒尺寸由浆料
雾化时形成液滴的尺寸决定，液滴的尺寸 Dd 满足经
验公式(2)。
  0.25  L 0.06   L 0.375  

fL
Dd  C  L

 (2)
0.25
A

  f L  L  f A  A 

2017 年

式中：C 为常数，由雾化设备的雾化工作方式和雾
化头设计决定；ρL 为浆料密度，kg/m3；μL 为浆料黏
度，Pas；σL 为浆料表面张力，N/m；fL 为浆料速率，
m/s；νL 为浆料流量，m3/s；ρA 为空气介质密度，
kg/m3；fA 为空气介质速率，m/s；νA 为空气介质流
量，m3/s。浆料本身的性能对坯体形貌和尺寸具有
较大的影响，固含量增加引起浆料黏度逐渐增大，
导致坯体形貌和尺寸发生变化。浆料固含量为 40%
时，制备的坯体松装密度和振实密度最大，分别为
1.13 和 1.28 g/cm3，见表 1。固含量越低的浆料，
制备坯体的粒径越小，固含量为 20%的浆料，制备
的坯体中，粒度小于 45 μm 的占 28.4%，当浆料固
含量达到 45%后，制备的坯体中粒度小于 45 μm 的
仅有 15.2%，可见，固含量对坯体的粒度有显著的
影响。
表 1 不同固含量时浆料的黏度和坯体的密度
Table 1 Viscosity of slurry and density of green body with
different solid loading
Solid loading/

Viscosity of slurry/

Apparent density/

Tap density/

%

(Pa·s)

(g·cm–3)

(g·cm–3)

20

0.004

1.06

1.23

25

0.007

1.06

1.23

30

0.106

1.09

1.25

35

0.760

1.12

1.25

40

5.800

1.13

1.28

45

15.400

1.12

1.28

图 5 为浆料黏度变化曲线。由图 5 可以看出，
随着固含量的增加，浆料起始黏度逐渐增大，浆料
逐渐表现出剪切变稀的特性。在浆料固含量低于
30%时，浆料的起始黏度一直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
并且随着剪切速率的增加，浆料黏度没有变化，当
浆料的固含量增加大 35%后，起始黏度为 0.76 Pa·s，
固含量进一步增加到 40%和 45%时，起始黏度分别
为 5.80 和 15.40 Pa·s，同时随着剪切速率的增加，
浆料表现为剪切变稀。
“三段式”曲线相比触变环，能够显示出时间
这一参数，体现出浆料恢复与时间的关系。浆料固
含量在 20%~30%时，黏度不随外力变化而变化，为
Newton 流体，没有表现出触变性；35%~45%，随
着固含量的增大，浆料黏度增大，在剪切力撤去后，
浆料体系内部发生重新排列，35%、40%缓慢恢复
到之前黏度，45%在短时间内即恢复并且超过初始
值，恢复过程的黏度曲线出现锯齿状，说明浆料均
匀性较差。

第 45 卷第 6 期

Fig. 7

Fig. 5

图 5 浆料的黏度与固含量关系曲线
Relationship between slurry viscosity and solid volume
loading

Fig. 6

图 6 浆料的触变性与固含量关系曲线
Relationship between slurry thixotropy and different
solid loading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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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苹果球”坯体形成过程示意图
Formation process of apple-shaped green body

由上述分析可知，坯体在干燥收缩过程中内部
出现空洞是导致“苹果球”坯体形成的前提，图 8
为“苹果球”坯体的微观形貌。由图 8 可以看出，
坯体中“苹果窝”区域存在 2 种不同的形貌，图 8a
为 I 型形貌，
“苹果窝”区域边缘光滑，颗粒排列整
齐，深度较大，这种形貌是由坯体在冷却过程中，
温度降低引起坯体内部热空气收缩，导致表面壳层
颗粒向内部坍塌，最终形成光滑的“苹果窝”区域；
图 8b 为 II 型形貌，与图 8a 相比，图 8b 的“苹果
窝”区域则显得粗糙，颗粒排列不规则，出现断口
形貌特征，这种结构是由于空洞的部分壳层颗粒脱
落形成，脱落的壳层颗粒形成碎屑，空洞壳层颗粒
在坍塌过程可能出现这种脱落现象，坯体颗粒在干
燥塔内部高速飞行过程中相互碰撞，可能会导致这
种脱落现象，因此，观察到的“苹果球”坯体绝大
多数都是上述 2 种不同形貌“苹果窝”区域的结构。

“苹果球”坯体的形成过程
在液滴形成坯体的过程中，液滴干燥过程对坯

体形貌影响最大，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热量从空气向
液滴内部传递的传热过程，以及水分从液滴内部向
表面扩散并向空气蒸发的传质过程。

(a)Type I

图 7 为“苹果球”坯体的形成过程示意图。由
图 7 可见，浆料离开离心雾化器后形成液滴，粉体
颗粒均匀分布在液滴内部，颗粒之间存在大量水分，
颗粒平均间距较大，随着液滴表面水分的不断蒸发，
液滴内部水分在毛细管力的作用下向液滴表面迁
移，液滴逐渐变小，同时颗粒平均间距变小，此时
液滴表面水分处于恒速蒸发阶段；随着液滴内部水
分含量下降，液滴表面水分进入降速蒸发阶段，内
部粉体颗粒相互接触，水分蒸发后局部形成空洞，
此时，坯体已经基本形成，在坯体与空气分离阶段
以及温度下降过程中形成“苹果球”坯体。

(b) Type II

图 8 “苹果球”坯体的 SEM 照片
Fig. 8 SEM images of apple-shaped green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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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 可知，浆料的固含量越低，出现的“苹
果球”坯体越多，前已述及，坯体内部出现空洞是
形成“苹果球”坯体的基础，空洞的出现决定于浆
料中粉体颗粒之间的平均间距，浆料中的粉体颗粒
间距利用 Woodcock[16]式(3)计算。
1

1 2
h 5
(3)
 
1
d  6 3 
式中：h 为浆料中的粉体颗粒间距，m；d 和 φ 分别
代表颗粒尺寸与浆料的固相体积分数。粉体颗粒之
间的平均间距计算结果见图 9。

Fig. 9

2017 年

坯体成球率呈现下降的趋势。
图 12 为浆料的黏度与分散剂加入量之间的关
系曲线。由图 12 可以看出：随着分散剂加入量的逐
渐增加，浆料的起始黏度逐渐变大，浆料均保持剪
切变稀的特性。由式(2)可知：浆料本身的性能对坯
体形貌和尺寸具有较大的影响，分散剂加入量的增
加导致浆料黏度逐渐增加，随着分散剂含量的增大，
浆料流速从 18.64 增大到 19.89 s，流动性有变差的
趋势，如图 12 所示。
图 13 为浆料触变性与分散剂含量关系曲线。由
图 13 可见，各浆料都表现出明显的触变性，随着分
散剂含量的增大，浆料黏度变大，受剪切后黏度恢
复速率变快，当分散剂含量达到 0.8%以上时，恢复
率超过 100%。浆料性能的变化引起坯体形貌的变
化，因此，无论是改变浆料的固含量，还是调整分
散剂的加入量都会对浆料本身的流变性能产生影
响，最终导致坯体形貌和合格率的变化。

图 9 不同固含量浆料中颗粒间距
Particle spacing in the slurry with different solid
volume loading

由图 9 可知，随着浆料固含量的上升，颗粒间距
逐渐减小，固含量为 20%时，颗粒间距为 0.549 μm，
制备出的坯体中规则坯体仅有 14.6% ，大部分是
“苹果球”坯体，固含量为 40%时，颗粒间距仅
有 0.157 μm，此时规则坯体的比例为 92.9%，仅形

Fig. 10

图 10 分散剂加入量对坯体成球率的影响
Influence of the content of dispersant on the pellet
yield of green body

Fig. 11

图 11 分散剂含量对流速的影响
Influence of the content of dispersant on the flow rate
of slurry

成少量的“苹果球”坯体，因此，固含量越低，颗
粒间距越大，坯体形成过程中空洞出现的多，导致
最后形成大量的“苹果球”坯体。
2.4

分散剂加入量的影响
氧化铝粉体在水中由于较高的表面能容易产生
团聚或絮凝，从而影响浆料的稳定性和分散均匀性。
通过加入合适的分散剂往往可以获得低黏度、高稳
定、均一分散的陶瓷浆料[13]，这对喷雾造粒颗粒内
部各组分的均匀分布尤为重要。
图 10 为分散剂的添加量对坯体成球率的影响
(固含量 40%)，随着分散剂加入量的增加，浆料的
成球率先增大后减小，分散剂含量为 0.2%时，浆料
的成球率为 82.8%，分散剂的加入量为 0.5%时，浆
料的成球率最高为 92.9%，继续增加分散剂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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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浆料的黏度与分散剂加入量关系曲线
Fig. 12 Relationship between slurry viscosity and content of
dispersant

Fig. 13

图 13 浆料的触变性与分散剂含量关系曲线
Relationship between slurry thixotropy and content of
dispersant

对于喷雾干燥微珠性能的调节，除了上述改变
浆料性能以外，还可以通过调节喷雾干燥机的操作
参数来实现调控。雾化器转速越大，坯体粒径越小；
使用喷嘴孔径不同的雾化器转头可以得到粒径各不
相同的微珠，随着喷嘴孔径的增大，微珠的最大粒
径逐渐增大，粒度分布范围逐渐变宽，中位径在逐
渐增大，大尺寸颗粒的数量增多。同时，喷嘴孔径
过大会导致雾化效果不均匀，干燥效果较差，影响
成球效果[17]。通过改变雾化器转速也是调控微珠性
能的一种手段，较高的转速可以在雾化阶段产生较
小的雾滴，从而制备出小粒径微珠。
2.5 烧结微珠性能
采用一次烧成法制备的陶瓷微珠，颗粒间相互
粘连较为紧密，部分颗粒间出现团聚现象，难以获
得球形度较高的单个微珠颗粒。本实验采用二次烧
成的方法，通过预烧降低微珠表面的烧结活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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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烧成后微珠粘连程度较轻，轻压即可得到分散性
较好的氧化铝微珠。
图 14 为制备的 Al2O3 微珠微观
2.5.1 微观结构
形貌 SEM 照片。由图 14a 可以看出：Al2O3 微珠坯
体由粉体颗粒堆积形成圆球形，颗粒之间存在大量
的空隙，粉体多数为细小颗粒，同时存在少量较大
颗粒，40%固含量浆料球磨后粉体 d50=2.90 μm，由
于黏合剂的存在，坯体具有一定的强度。
图 14b 为 1 700 ℃烧结后的 Al2O3 微珠微观形貌
SEM 照片。与坯体相比，粉体颗粒之间变得十分紧
密，空隙数量显著减少，烧结后的 Al2O3 微珠中粉
体颗粒有明显长大趋势。
烧结后的微珠内部结构如图 14c 所示。由图 14c
可见，微珠整体较为致密，颗粒长大明显，外层颗
粒结合非常紧密，形成一层明显的外层，内部存在
部分空隙，这也验证了颗粒形成过程中由于水分蒸
发导致内部颗粒分布不均的现象；同时，内部空隙
的存在也制约了微珠强度进一步提高。
由于微米级微珠本身尺寸的限
2.5.2 抗压强度
制，测量单个微珠强度十分困难，采用适用于陶瓷
体系的压缩法来测定微珠的强度，根据这种方法利
用筒装模具对一定量的 Al2O3 微珠进行压缩，作出
微珠密度与压强对数关系曲线，如图 15 所示。由图
15 可见，低压曲线代表微珠的重排，在这一过程中
微珠结构没有发生变化；高压曲线则代表微珠解体
的过程。分别作 2 条曲线的切线，2 条直线的交点
对应的压强即微珠开始解体的压强，定义为微珠的
抗压强度[14]。
未经烧结的坯体强度很低，只有 0.3 MPa。由图

15 可知，经过 1 400 ℃烧成的 Al2O3 微珠抗压强度
为 17.7 MPa，经过 1 700 ℃烧成的 Al2O3 微珠抗压强
度达到了 105.6 MPa，具有较高的强度。由此可见，
烧结温度的提高对微珠强度的增加十分重要。

2.5.3

相转变

对制备的陶瓷微球进行 XRD 物

相分析，结果如图 16 所示。由图 16 可知，原料和

1 700 ℃烧结微珠峰位一致，由此判断烧结前后微珠
化学组成及晶型均未发生变化，物相均为 α-Al2O3。
2.5.4 粒径分布
对在 1 700 ℃下经二次烧成
的 Al2O3 微珠进行粒度分析，结果如图 17 所示。
烧结后的 Al2O3 微珠粒径呈正态分布，中位粒径
为 46.40 μm ，而坯体中粒度小于 45 μm 的仅占
22.1%，粒径整体呈减小趋势，说明烧结过程颗粒
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收缩，颗粒之间结合更加紧密，
致密度和强度有了一定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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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reen body

图 16 Al2O3 坯体和 1 700 ℃烧结微珠的 XRD 谱
Fig. 16 XRD patterns of green body and microsphere sintered
at 1 700 ℃

(b) At sintering temperature of 1 700 ℃

图 17 1 700 ℃烧结 Al2O3 微珠的粒度分布曲线
Fig. 17 Particle size distributoin ofmicrosphere at 1 700 ℃
sintering temperature
(c) Internal structure at sintering temperature of 1 700 ℃

图 14 Al2O3 微珠的 SEM 照片
Fig. 14 SEM images of Alumina microspheres

Fig. 15

图 15 微珠相对密度–压强对数曲线
Properties of relative density of microspheres with
different logarithm of pressure

3 结论
1) 浆料的固含量和分散剂的加入量对微珠坯
体形貌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随着浆料固含量的增
加，规则球形氧化铝微珠坯体数量呈现迅速增多然
后缓慢减少的趋势，随着分散剂加入量的增加，规
则球形坯体的数量先增多然后逐渐减少，当浆料固
含量为 40%、分散剂加入量为 0.5%时，规则球形坯
体数量的比例最高为 92.9%。
2) “苹果型”缺陷坯体的形成受浆料固含量
的影响非常显著，固含量为 20%时，颗粒间距为
0.549 μm，坯体中规则球形坯体仅有 14.6%，大部
分是“苹果球”坯体，固含量为 40%时，颗粒间距
为 0.157 μm，规则球形坯体比例为 92.9%，仅形成
少量的“苹果球”坯体，因此，固含量越低，颗粒
间距越大，坯体形成过程中空洞越多，导致最后形
成大量的“苹果球”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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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采用二次烧结的方法对 Al2O3 坯体进行烧
成，经过 1 700 ℃烧成的 Al2O3 微珠抗压强度达到了
105.6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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