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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糖水热碳化催化热处理制备石墨微球
李赛赛，王军凯，王慧芳，黄 亮，张海军
(武汉科技大学，省部共建耐火材料与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81)
摘 要：以葡萄糖为碳源、聚丙烯酸钠为分散剂、硝酸镍为催化剂的前驱体，采用水热碳化法一步制备了负载有 NiO 催化剂
的碳微球，再在氩气气氛下催化热处理制备了平均粒径约 2 μm 的石墨化程度高、球形度及分散性好的石墨微球。研究了催
化剂用量、热处理温度以及保温时间对合成石墨微球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催化剂 Ni 的加入量为 1.5% (质量分数)、热处理
温度为 1 200 ℃、保温时间为 3 h 时，所得石墨微球的石墨化程度最高。继续升高热处理温度或延长保温时间，石墨微球的石
墨化程度反而降低，其原因可能是过高的温度或者过长的保温时间导致了催化剂的团聚及失活。碳微球的催化石墨化过程由
溶解–析出机理决定。此外，石墨微球具有与鳞片石墨几乎相当的抗氧化性能，且远高于碳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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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of Graphitic Carbon Spheres by Hydrothermal Carbonization and Catalytic
Graphitization Method Using Glucose as Starting Material
LI Saisai, WANG Junkai, Wang Huifang, Huang liang, ZHANG Haijun
(The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Refractories and Metallurgy,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81, China)
Abstract: Graphitic carbon spheres with an average size of 2 μm, good sphericity, narrow size distribution and high graphitization degree
were synthesized via a hydrothermal carbonization and catalytic graphitization process in Ar atmosphere using glucose as a carbon source,
sodium polyacrylate (PAANa) as a dispersant and nickel nitrate (Ni(NO3)2·6H2O) as a catalyst precursor. The effects of catalyst amount,
firing temperature and soaking time on the preparation of graphitic carbon spheres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aphitic carbon spheres can be obtained under the optimal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i.e., holding time of 3 h, sintering temperature of
1 200 ℃ and 1.5%Ni). The graphitization degree of as-prepared graphitic carbon spheres decreases with increasing the heat-treatment
temperature or the soaking time, which might result from the aggregration and deactivation of Ni nanoparticle catalysts. In addition,
dissolution-precipitation mechanism for the formation of graphitic carbon spheres was also discussed. In addition, graphite carbon spheres
have almost identical oxidation resistance compared with flake graphite, and much higher oxidation resistance than carbon spheres.
Keywords: hydrothermal carbonization method; glucose; catalyst; graphitic carbon spheres; dissolution-precipitation

含碳耐火材料由于其良好的机械和化学稳定
性，在冶金工业中得到广泛应用[1–3]。碳在含碳耐火
材料中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是由于其对钢渣的不
润湿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其可以与 Al 及 Si 等形
成 Al4C3 和 SiC 等陶瓷相而改善耐火材料的机械
性能 [4–5]，传统的含碳耐火材料主要以天然鳞片状石
墨作为碳源。随着洁净钢冶炼技术的发展，低碳耐

火材料的需求日益变大。但单纯减少耐火材料中的
含碳量会大幅度降低其抗渣侵蚀性和热震稳定性；
另外，天然鳞片石墨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其价格也
在逐年上升，寻求一种可以代替天然鳞片石墨的碳
材料变得越来越重要。石墨微球与鳞片状石墨相
比，不仅具有石墨抗侵蚀性及热震稳定性优良的特
点，而且还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良好流动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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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性等优点，以其替代天然鳞片状石墨应用于含
碳耐火材料中可望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石墨的用量。
传统制备石墨微球的方法有高温高压法[6]、电
弧放电法[7]、激光烧蚀法[8]、化学气相沉积法[9]等，
但这些方法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能耗高、污染
大和成本高等问题。因此，开发一种制备工艺简
单，成本低的方法来制备石墨碳材料势在必行。
水热碳化法可以利用生物废弃物等为原料来制备
各种结构的碳材料，且具有合成工艺简单、成本
低及环境污染小等优点，是目前制备碳材料的主
要方法 [10]。然而，水热法所制备的碳材料大多以
无定型状态存在，使得它们的应用受到了一定程
度的限制。研究发现，在碳源中加入适量的过渡
金属为催化剂，在适当的温度下热处理，可以将
无定型的碳制备成具有一定石墨化结构的碳材
料。本课题组曾以酚醛树脂为碳源，以过渡金属
Fe 和 Co 为催化剂，采用催化酚醛树脂裂解的方法
制备了碳纳米管[11–12]。
结合水热碳化法的优点和过渡金属催化石墨化
的优势，以葡萄糖为碳源、六水硝酸镍为催化剂前
驱体，采用水热碳化法一步制备负载有催化剂的碳
微球，再在氩气气氛中不同温度下催化石墨化无定
型碳微球制备石墨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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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样品表征
采用 X’pert Pro 型 X 射线衍射仪分析产物的物
相组成。用 Nova400NanoSEM 型场发射扫描电子显
微镜和 JEM-2100F 型透射电子显微镜研究产物的显
微结构，并用 IE350PentaFETX-3 型能谱仪分析其
元素组成。采用 LabRAMHR800 型激光共焦 Raman
光谱仪研究产物的石墨化程度。
用 ThermoESCALAB
250XI 型 X 射线衍射仪表征产物表面元素及含量以
及 STA449 型综合热分析仪研究产物随温度变化的
物理化学性质。

2 结果与讨论
2.1

水热碳化法制备负载 NiO 催化剂的碳微球
图 1 为葡萄糖原料以及一步水热法制备的负载
有不同含量催化剂碳微球的 XRD 谱。由图 1 可知，
葡萄糖为晶体；水热碳化后，葡萄糖转变成无定
形碳。

1 实验
1.1

样品制备
所用原料包括：葡萄糖(C6H12O6·H2O，分析纯，
国药集团)、聚丙烯酸钠(C3H3O2Na)n，分析纯，天
津大茂公司)、六水硝酸镍(Ni(NO3)2·6H2O，分析纯，
国药集团)、鳞片石墨(100 μm，97%，青岛金涛石墨
有限公司)等。
石墨微球的制备分 2 步进行：其实验流程如下：
1)配置浓度为 0.7 mol/L 的葡萄糖溶液，并向其中加
入六水硝酸镍(其中六水硝酸镍中的镍含量分别占
葡萄糖中碳含量的 0%、0.5%、1.0%、1.5% 和 2.0%)
和聚丙烯酸钠(其中聚丙烯酸钠的加入量为葡萄糖
中碳含量的 1.0%)。取 70 mL 上述混合溶液置于体
积为 100 mL 内衬为聚四氟乙烯的水热釜中，再将其
置于烘箱中于 180 ℃反应 12 h，待反应结束后自然
冷却至室温。将所得产物分别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
醇清洗，再将其置于 80 ℃的烘箱中干燥 12 h 得到
目标产物；2)将上述负载有 NiO 催化剂的碳微球放
入管式炉中，在氩气气氛下经 1 000~1 300 ℃催化石
墨化热处理制得石墨微球。

(a) Raw glucose

(b) As-prepared carbon spheres

图 1 葡萄糖和所制备产物的 XRD 谱
Fig. 1 XRD patterns of the glucose and as-prepared products

图 2 为葡萄糖浓度为 0.7 mol/L、分散剂聚丙烯
酸钠的加入量为理论碳含量的 1.0%时，负载不同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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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催化剂所制备碳微球的 SEM 照片。从图 2 可知，
不添加催化剂 Ni(NO3)2·6H2O 时，所制备的碳微球
分散性较好，粒径均匀，其平均粒径约为 0.4 μm；
当 Ni(NO3)2·6H2O 的加入量增加至 0.5%和 1.0%时，
所制备的碳微球出现了团聚和粒径不均的情况；继
续增加 Ni(NO3)2·6H2O 的用量至 1.5%和 2.0%时，所
制备碳微球的粒径虽然明显变大，但其分散性相对
较好。催化剂金属离子的加入在反应体系中起到以
下 2 个方面的作用：1) 金属 Ni2+的加入可以与分散
剂聚丙烯酸钠反应，生成不溶性盐，引起分子交
联凝胶化，并形成沉淀，导致部分聚丙烯酸钠失
去分散作用；2) 通过静电作用将体系中最初生成
的碳晶核与溶液中葡萄糖的分解中间产物连接起
来，促使了碳微球的长大 [13] 。当 Ni(NO3)2·6H2O
的加入量低于 1.0%，分散剂聚丙烯酸钠与硝酸镍

(a) 0%

反应，使分散剂失去分散作用，导致所制备碳微
球出现团聚和粒径不均的现象；但当 Ni(NO3)2·6H2O
的加入量增加至 1.5%和 2.0%时，催化剂硝酸镍可
以通过上述 2 个方面对碳微球的生长起作用，并
最终使得碳微球的粒径变得更大。基于图 2 的结
果可以认为，优化条件下，Ni(NO3)2·6H2O 的合适
加入量为 1.5%~2.0%。
图 3 为负载不同含量催化剂所得碳微球的
FTIR 光谱。从图 3 可知，负载不同含量催化剂的
碳微球的表面均含有大量的含氧官能团。3 500 和
1 027 cm–1 对应羟基(C–OH)的伸缩振动峰，1 700
对应羧基(COOH)的 伸 缩振动峰， 2 920 cm–1 和
875~750 cm–1 对应碳氢键(C–H)的伸缩振动峰。以上
结果表明，水热碳化后所制备的碳微球表面含有丰
富的官能团。

(b) 0.5%

(d) 1.5%

(c) 1.0%

(e) 2.0%

图2

在反应温度为 180 ℃反应时间为 12 h 葡萄糖浓度为 0.7 mol/L 的条件下，加入不同含量催化剂时所制备碳微球的 SEM
照片
Fig. 2 SEM images of carbon spheres prepared at reaction temperature of 180 ℃, reaction time of 12 h and glucose concentration of
0.7 mol/L with various amounts of catalysts

2.2

催化石墨化制备石墨微球
图 4 为热处理温度为 1 200 ℃及保温时间为 3 h
时，加入不同含量催化剂所得石墨微球的 XRD 谱。
从图 4 可以看出，不添加催化剂时，所得产物的衍

射峰的强度很低，表明其主要为无定形碳；随着催
化剂的含量从 0.5%增加至 1.5%，石墨(002)晶面的
衍射峰不仅强度变强，而且其半峰宽也变窄，这表
明随着催化剂含量的增加，产物的石墨化程度逐渐

· 1846 ·

《硅酸盐学报》

J Chin Ceram Soc, 2017, 45(12): 1843–1852

提高；当催化剂含量从 1.5%增加至 2.0%时，产物
衍射图谱中石墨的特征衍射峰强度变化不大，其半
峰宽反而有所增加，说明过多量催化剂的加入并不
利于产物石墨化程度的提高。其原因可能是催化剂
用量过多时导致了团聚现象的发生，反而使催化剂
失去了催化活性。因此，实验条件下，催化剂的合
适加入量为 1.5%。

Fig. 3

图 3 负载不同催化剂的碳微球的 FT-IR 光谱
FT-IR spectra of CS prepared with different catalysts

热处理温度为 1 200 ℃及保温时间为 3 h 条件下不同催
化剂用量时所制备石墨微球的 XRD 谱
Fig. 4 XRD patterns of graphitic carbon spheres prepared at
1 200 ℃ for 3 h with different amount of catalysts

图4

图 5 为反应温度为 1 200 ℃及保温时间为 3 h
时，加入不同含量催化剂后所制备石墨微球的 SEM
照片。由图 5 可知，当不添加催化剂时，所得石墨
微球的表面光滑(图 5a)，粒径均匀，其平均粒径约
为 0.5 μm，与原始碳微球的粒径 0.4 μm 基本相当(图
2a)；随着催化剂用量的增加，所得石墨微球的平均
粒径逐渐变大。当催化剂的加入量为 0.5%时(图 5b)，

2017 年

所得石墨微球的粒径最不均匀。当催化剂的含量从
1.0%增加至 2.0%时(图 5c~图 5e)，所得石墨微球的
粒径显著变大，约为 1.8 μm，且分布较均匀；与起
始的碳微球相比(图 2c~图 2e)，所得石墨微球的表
面变得很粗糙，其原因可能是催化剂的存在促进了
碳微球表面存在的含氧官能团(C–OH，COOH)等有
机物的分解，并使这些含碳有机物在变成气体后重
新碳化在石墨微球的表面，从而使所制备的石墨微
球表面变得粗糙[14]。而对于不含催化剂的碳微球，
在热处理过程中，其表面的含氧官能团会形成气相
物质直接挥发，因此其产物表面光滑。
同时，对负载不同含量催化剂的碳微球经
1 200 ℃保温 3 h 处理后的石墨微球进行了 XPS 的表
征，结果表明，石墨微球表面主要存在 C、O 元素
(H 除外)，其相对含量如表 1 所示。
图 6 为负载 1.5%催化剂所制备石墨微球的 C1s
分峰结果。从图 6 可知：石墨微球主要是由石墨的
sp2 杂化 C 组成，说明热处理过程提高了碳微球的石
墨化程度，同时也失去大量的 H 和 O 元素。且负载
不同含量催化剂的石墨微球表面的官能团类型相
同，均为 C–O–H (286.5 eV)、C＝O (287.6 eV)和
COOH (289.1 eV)，这也间接说明了催化剂可以稳定
碳微球表面的官能团。
图 7 为反应温度为 1 200 ℃及保温时间为 3 h
时，负载不同含量催化剂的碳微球热处理之后所得
石墨微球的 Raman 光谱。从图 7 可知，所制备的石
墨微球都含有明显的 D 峰和 G 峰，D 峰对应石墨的
晶格缺陷，G 峰对应于石墨的有序结构，是天然石
墨所特有的，两者的强度比值 IG/ID 通常被用来评价
碳材料的石墨化程度，其比值越大，说明碳材料的
石墨化程度也越高。随着催化剂的含量从 0%增加
至 1.5%，所得石墨微球的 IG/ID 的比值也逐渐增加，
说明随着催化剂含量的增加，产物的石墨化程度逐
渐增加；当继续增加催化剂的含量至 2.0%时，IG/ID
的比值没有发生变化，说明过多的催化剂并没有提
高碳微球的石墨化程度。因此，实验条件下，合适
的催化剂用量为 1.5%。
图 8 为负载 1.5%催化剂的碳微球在不同热处
理温度下保温 3 h 后所得产物的 XRD 谱。由图 8
可知，无定型碳微球热处理之后分别在 26.5°和
43.0°出现 了 石墨 特 征 衍 射峰 ， 分 别 对应 石 墨 的
(002)和(100)晶面，说明热处理后提高了碳微球的
石墨化程度。随着热处理温度从 1 000 ℃提高至
1 200 ℃时，石墨微球在 26.5°处的特征衍射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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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变大，且石墨特征峰变得尖锐，说明石墨微
球的石墨化程度随着热处理温度的升高而增强。
但当进一步升高热处理温度至 1 300 ℃时，石墨的
特征衍射峰的强度反而变得和起始碳微球相近，

(a) 0%

说明此时催化剂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其原因可
以归结为高温条件下催化剂的团聚长大失活。图 8
的结果表明实验条件下催化碳微球石墨化的合适
温度为 1 200 ℃。

(b) 0.5%

(c) 1.0%

(d) 1.5%

Fi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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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2.0%

图 5 负载不同量催化剂的碳微球 1 200 ℃保温 3 h 处理后产物的 SEM 照片
SEM images of graphitic carbon spheres prepared at 1 200 ℃ for 3 h with different amount of catalysts

图 9 可知，随着反应温度的提高，所制备石墨微球
的粒径变化并不明显，均约为 1.9 μm，与热处理前
碳微球的粒径(1.8 μm)基本相同；只是其表面变得更
加粗糙了。
表 1 负载不同含量催化剂的石墨微球的元素组成
Table 1 Elemental composition of the graphite carbon
spheres with different amounts of catalysts
Amounts of catalysts

图 6 负载 1.5%催化剂的石墨微球的 C1s 分峰结果
Fig. 6 XPS of C1s curving fitting for graphite carbon spheres
with 1.5% catalyst

图 9 为负载 1.5%催化剂的碳微球在不同热处理
温度下保温 3 h 后所制备石墨微球的 SEM 照片。从

Mole fraction/%
C

O

0%

96

4

Ni

0.5%

96.5

3.1

0.4

1.0%

96.8

2.3

0.9

1.5%

96.5

3.2

1.2

2.0%

95.2

2.6

2.2

图 10 为催化剂加入量为 1.5%时不同热处理
温度下保温 3 h 后所制备石墨微球的 Raman 光谱。
从图 10 可知，当热处理温度从 1 000 ℃提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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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00 ℃，所得石墨微球的 IG/ID 比值分别为 0.92，
0.93，0.97 和 0.96。这表明当热处理温度为 1 200 ℃
时，所得石墨微球的石墨化程度最高，这与图 8 的
XRD 结果相一致。
图 11 为热处理温度为 1 200 ℃及催化剂加入量
为 1.5%时不同时间保温后所得石墨微球的 XRD 谱。
从图 11 可知，保温时间从 1 h 延长至 3 h 时，石墨
微球在 2θ=26°处出现的(002)晶面的石墨特征峰也
变得更加尖锐，表明适当延长保温时间有助于提高
石墨微球的石墨化程度；但当进一步延长保温时间
至 5 h 时，石墨微球的特征峰强度反而降低，其半
峰宽也同时显著变大，说明过长的保温时间会使催
化剂失活。

2017 年

(a) 1 000 ℃

(b) 1 100 ℃

不同催化剂用量 1 200 ℃保温 3 h 处理后石墨微球的
Raman 光谱
Fig. 7 Raman spectra of graphitic carbon spheres prepared at
1 200 ℃ for 3 h with different amount of catalysts
图7

(c) 1 200 ℃

(d) 1 300 ℃

保温 3 h 且负载 1.5% Ni 的碳微球经不同温度热处理后
所制备石墨微球的 XRD 谱
Fig. 8 XRD patterns of graphitic carbon spheres prepared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s for 3 h with 1.5% Ni as catalyst

图8

图9

热处理时间为 3 h 催化剂加入量为 1.5%时不同热处理
温度下所制备石墨微球的 SEM 照片
Fig. 9 SEM images of graphite carbon spheres prepared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s for 3 h with 1.5% cataly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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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h

保温 3 h 且负载 1.5%Ni 的碳微球经不同温度热处理
后所制备石墨微球的 Raman 光谱
Fig. 10 Raman spectra of graphitic carbon spheres prepared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s for 3 h with 1.5% Ni as
catalyst

图 10

图 12 为不同保温时间所制备石墨微球的 SEM
图。由图 12 可知，随着保温时间的延长，石墨微球
的粒径变化不大，均约为 2 μm；且石墨微球的表面
粗糙，分散性较好。
图 13 的 Raman 光谱图表明，随着保温时间由
1 h 延长至 3 和 5 h，所得石墨微球的 IG/ID 的比值分
别为 0.95、0.98 和 0.92，这表明当保温时间为 3 h
时，所得石墨微球的石墨化程度最高。
综上所述，实验条件下，以葡萄糖为碳源、硝
酸镍为催化剂前驱体，采用水热碳化催化石墨化制
备石墨微球时的最佳制备条件为：催化剂加入量为
1.5%，热处理温度为 1 200 ℃，保温时间为 3 h。

(b) 3 h

(c) 5 h

图 12

热处理温度为 1 200 ℃催化剂加入量为 1.5%不同保
温时间时所制备石墨微球的 SEM 照片
Fig. 12 SEM images of graphitic carbon spheres prepared at 1
200 ℃ with 1.5% Ni for different soaking times

负载 1.5% Ni 的碳微球经 1 200 ℃热处理不同时间所
制备石墨微球的 XRD 谱
Fig. 11 XRD patterns of graphitic carbon spheres prepared at
1 200 ℃ for different soaking times with 1.5% Ni as
catalyst

图 11

此外，为了进一步表征所制备石墨微球的石墨
化程度，对负载 1.5%Ni 的碳微球以及石墨微球进
行 TG–DSC 的表征，其结果如图 14 所示。从图 14a
可知，水热碳化所制备的碳微球在 100 ℃处出现一
个吸热峰，这归因于碳微球表面吸附水的失去；380
和 550 ℃处的放热峰，分别对应碳微球表面化学活
性较大的含氧官能团的脱去和碳化程度较高的无定
型碳的氧化。当反应温度升高至 600 ℃时，碳微球
完全氧化，质量损失达到 100%。而对于石墨微球(图
14b)，其 DSC 曲线仅在 600~800 ℃之间出现 1 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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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大放热峰，对应于碳的氧化。从其 TG 曲线可
以看出，当反应温度升高至 600 ℃时，相比碳微球
的 100%完全氧化，石墨微球的质量损失约为 12%。
因此，可以认为，所制备的石墨微球中无定型碳的
含量大约为 12%。

2.3

2017 年

石墨微球的 TEM 及 HRTEM 照片
图 15 是 Ni 的加入量为 1.5%时经 1 200 ℃保温

3 h 热处理后所得石墨微球的 TEM 照片。从图 15a
的低倍 TEM 照片可以看出，所制备的小粒径石墨
微球的平均粒径约 100 nm，这与图 5d 的结果相一
致。图 15b 的 EDS 谱结果表明，图 15a 中的粒径约
为 50 nm 的黑色颗粒为 Ni 金属纳米颗粒。由图 15c
高倍 TEM 照片可见，在 Ni 纳米颗粒周围存在着很多
有序排列的石墨层，其晶格条纹间距约为 0.34 nm，
接近天然石墨的晶面间距 0.335 4 nm。而石墨微球
中远离或者不存在催化剂的地方仍然为无定形的
碳。图 15d 为所得石墨微球的选区电子衍射图，表
明所得石墨微球为多晶结构。
催化石墨化主要有 2 种机理，即碳化物转化机
理和溶解再析出机理[15]。碳化物转化机理是指催化
剂首先与无定形碳化合生成碳化物，然后碳化物分

负载 1.5% Ni 的碳微球经 1 200 ℃热处理不同时间所
制备石墨微球的 Raman 光谱
Fig. 13 Raman spectra of graphitic carbon spheres prepared at
1 200 ℃ for different soaking times with 1.5% Ni as
catalyst

图 13

解形成易石墨化的碳，最后再转变成石墨。溶解再
析出机理是指催化剂先溶解碳，当其溶解度达到饱
和时，部分溶解的碳就趋向于形成能量较低的石墨
析出来，该过程的动力是有序排列的石墨和无序排
列的碳之间的自由能差。
本工作在催化石墨化过程中
并未检测到镍的碳化物，与碳化物转化机理不相符。
同时，由图 15c 的高倍 TEM 照片可知，在催化剂的
周围存在排列有序的石墨层，
而石墨微球中远离或者
不存在催化剂的地方依然是无定形的碳，
这表明在热
处理过程中无定形碳先溶解在催化剂纳米颗粒中，
然
后再以能量较低的石墨形式析出，
因此在催化剂的表
面存在着有序排列的石墨层结构；
这与无定形碳催化
石墨化的溶解再析出机理相符[16]，其过程示意图如

(a) Carbon spheres

图 16 所示。水热过程中产生的 NiO 被碳还原成金属
Ni 纳米颗粒，随着反应的进行，碳原子溶解在 Ni 纳
米颗粒中，当达到饱和溶解度时，碳原子以能量较低
的石墨碳形式析出，在催化剂表明形成石墨层。
2.4

石墨微球抗氧化性能的研究
含碳耐火材料的抗氧化性是衡量耐火制品服

役寿命的标准之一，因此我们对所制备的石墨微球
的抗氧化性进行了研究。从图 14 可以看出，所制
备的碳微球和石墨微球的开始氧化温度分别是 200
和 600 ℃，碳微球分别在 380 和 550 ℃处出现 2 个
放热峰，分别对应碳微球表面化学活性较大的含氧
(b) Graphitic carbon spheres

图 14 负载 1.5%催化剂的碳微球及石墨微球的 TG–DSC 曲线
Fig. 14 TG–DSC curves of carbon spheres and graphite
carbon spheres with 1.5% Ni as catalyst

官能团的脱去和碳化程度较高的无定型碳的氧化，
当温度升高至 600 ℃时，碳微球完全氧化；而石墨
微 球 的 开 始 氧 化 温 度 是 600 ℃ ， 石 墨 微 球 在

第 45 卷第 12 期

李赛赛 等：葡萄糖水热碳化催化热处理制备石墨微球

· 1851 ·

600~800 ℃之间出现一个明显的大放热峰，对应于
石墨微球的氧化，当温度升高至 800 ℃时，石墨微
球完全氧化。

Fig. 16

(a) Low-magnification TEM image

图 16 石墨微球催化石墨化机理示意图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graphitic carbon spheres
with Ni as catalysts

图 17 为天然鳞片石墨的 TG–DSC 曲线。从图
17 可知，鳞片石墨的开始氧化温度是 700 ℃，当温
度升高至 1 000 ℃时，鳞片石墨完全氧化，质量损
失达到 100%。其 DSC 曲线在 700~1 000 ℃出现明
显的放热峰，对应于鳞片石墨的氧化。综上所述，
石墨微球具有与鳞片石墨几乎相当的抗氧化性，且
其抗氧化性远高于碳微球，有望替代鳞片石墨应用
在含碳耐火材料中。

(b) EDS spectrum of point A in Fig. 15(a)

图 17 天然鳞片石墨的 TG–DSC 曲线
Fig. 17 TG–DSC curves of flake graphite
(c) High-magnification TEM image

(d) SAED of the final products

图 15

加入 1.5%Ni 经 1 200 ℃、3 h 热处理后所制备石墨微
球的 TEM、HRTEM、EDS 及 SAED 结果
Fig. 15 TEM, HR-TEM images, EDS and SAED of the final
products fired at 1 200 ℃ for 3 h with 1.5% Ni

3 结论
1) 以葡萄糖为碳源、硝酸镍为催化剂前驱体，
采用 水 热 碳 化 催 化 石 墨 化 的 方 法 制 备 了 分 散 性
好、平均粒径均匀约为 2 μm 且石墨化程度较高的
石墨微球。
2) 石墨微球的形成过程符合溶解再析出机理，
即无定形碳首先溶解在催化剂中，然后再以石墨的
形式析出并包裹在催化剂的表面；
3) 石墨微球的最佳制备条件为催化剂 Ni 的
加入量为 1.5%、热处理温度为 1 200 ℃、保温时间
为 3 h；
4) 过高的热处理温度或者过长的保温时间，均
会造成催化剂团聚失活，不利于石墨微球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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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石墨微球具有与鳞片石墨几乎相当的抗氧
化性能，且远高于碳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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