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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体材料



授课内容

 粉体材料 综合性能测试

 粉体材料 粒度性能测试

 粉体材料 比表面积测试

 粉体材料 电泳性能测试

 荧光粉材料的制备及发光性能测试



一、综合性能测试
（实验1）



松装密度与振实密度



松装密度与振实密度的测试



休止角（安息角）与崩溃角

休止角：粉体堆积层的自由表面在静平衡状态下，与水平面形成的最大角度。

崩溃角：各测量休止角的堆积粉体以一定的冲击，使其表面崩溃后圆锥体的底角。



休止角（安息角）的测试



二、粒度 性能测试
（实验4、5）



粒度的概念

 粒径，颗粒直径

 等效粒径：当被测颗粒
的某种物理特性或物理
行为与某一直径的同质
球体最相近时，就把该
球体的直径作为被测颗
粒的等效粒径。

等效粒径



特征粒径

 平均粒径

 中位径（D50）



粒度的测量方法

 显微镜观察法

 图像法

 筛分法

 电阻法

 激光法

 沉降法

√
√



显微镜法测量粒度



图像分析法测量粒度

 用数字摄像机将显微镜的图像拍摄下来，通过数
据传输方式将颗粒图像传输到电脑中，使用颗粒
图像分析软件对图像进行处理与分析。



筛分法测量粒度

1.3微米--------8000目
2.6微米--------5000目

5微米--------2500目
6.5微米--------2000目
10微米--------1250目
15微米-------- 800目
37微米-------- 400目
74微米-------- 200目

149微米-------- 100目

目数，就是孔数，就是每平方英寸上的孔数目。



电阻法测量粒度

小孔

电解液

原理：小孔内充满电解液，当有绝缘颗粒进入小孔，占去
一部分导电空间，电阻将增大。电阻增量正比于颗粒体积

等效体积粒径



激光法测量粒度

 当光束遇到颗粒阻挡时，一部分光将发生散射现象。散射光的传播方
向将与主光束的传播方向形成一个夹角θ 。散射角θ 的大小与颗粒的
大小有关，颗粒越大，产生的散射光的θ 角就越小；颗粒越小，产生
的散射光的θ 角就越大。

等效光散射粒径



沉降法测量粒度

Stokes定律：
在重力场中，悬浮在液体中的颗粒受重力、浮
力和粘滞阻力的作用将发生运动，沉降速度与
颗粒直径的平方成正比。

等效沉降粒径



实验4：激光法测量粒度

1，开启激光粒度仪，预热15分钟；
2，运行计算机软件，填写样品信息，测量背景；
3，清洗样品制备系统；
4，在样品池中加入被测样品，进行搅拌，启动超声器分散；
5，控制浓度在1.0－2.0，测试样品；
6，记录粒度数据；
7，清洗样品制备系统。



实验4：电阻法测量粒度

 1，配置电解液。配制生理盐水，0.8μm 微
孔滤膜过滤；

2，分散样品。取约3-5mg 的样品，倒入
20-30ml 电解液，超声分散2 min；

3，制备悬浮液。将已分散好的样品吸入一
部分滴入样品杯，然后加入电解液100-
150ml。使用50 μm小孔管时，保证浓度指
数一般在30—60% 之间；

3，样品测试。将制备好的悬浮液放上测试
台，调整搅拌器的位置，使搅拌器与样品杯、
小孔管均不相碰。开动搅拌器使样品均匀悬
浮，然后使用计算机软件进行测试；

4，记录D50，D75，D25数据。

5，清洗样品杯。影响测量的因素？



三、比表面积 测量
（实验6）



比表面积概念

 定义：一克多孔固体所具有的总表面积
（包括外表面积和内表面积），单位 m2/g

 常用测定方法：气体吸附法（BET）、气

体透过法、溶液吸附、浸润热、消光、热
传导、阳极氧化原理等方法。



BET法原理（1）

 暴露于气体中的固体，其表面上的气体分
子浓度会高于气相中的浓度，这种气体分
子在相界面上自动聚集的现象称为吸附。

 单分子吸附 理论

基本假设：吸附剂表面均匀；吸附粒子间
的相互作用可以忽略；吸附是单分子层。

Sg ＝
4.36 Vm

W



BET法原理（2）

 多层吸附理论

 勃鲁瑙尔(Brunauer)，爱默特(Emmett)和泰勒
(Teller)(简称BET)三人建立

 基本假设：
 固体表面积是均匀的；

 吸附质与吸附剂之间的作用力是范德华力，吸附质分子之间的作用
力也是范德华力，所以当气相中的吸附质分子被吸附在固体表面上
之后，它们还可能从气相分子中吸附同类分子，因而吸附是多层的；

 被吸附在同一层的吸附质分子之间相互无作用；

 吸附平衡是吸附和解吸的动态平衡；

 第二层及其以后各层分子的吸附热等于气体的液化热。



BET法原理（3）

单分子饱和吸附量

Sg ＝
4.36 Vm

W
求出Vm

平衡压力
平衡压力为P
时的吸附量

实验温度时的气
体饱和蒸汽压



直接对比法

 制作固体标样，测定其比表面积；

 在相同的吸附和脱附条件下，通过被测样
品与标准样品的脱附峰面积、重量、比表
面积之间的函数关系，计算出被测样品的
比表面积。



氮吸附直接对比法测量比表面积

 液氮（液化点－195℃）

装液氮，开始吸附

样品，液氮，装样，通气，开机

吸附平衡后，升温解吸

脱附完成后，记录数据



四、电泳性能测试
（实验5）



当固体与液体接触时，可以是固体从溶液中选择

性吸附某种离子，也可以是固体分子本身发生电离作

用而使离子进入溶液，以致使固液两相分别带有不同

符号的电荷，在界面上形成了双电层的结构。

双电层的产生



平板型模型
亥姆霍兹认为固体的表面电荷与溶液中带相反电荷的

（即反离子）构成平行的两层，如同一个平板电容器。

整个双电层厚度为0 。

固体表面与液体内部的总的电

位差即等于热力学电势0 ，在双电

层内，热力学电势呈直线下降。

在电场作用下，带电质点和溶

液中的反离子分别向相反方向运动。

这模型过于简单，由于离子热

运动，不可能形成平板电容器。



扩散双电层模型

Gouy和Chapman认为，由于正、负离子静电吸引

和热运动两种效应的结果，溶液中的反离子只有一部

分紧密地排在固体表面附近，相距约一、二个离子厚

度称为紧密层；

另一部分离子按一定的

浓度梯度扩散到本体溶液中，

离子的分布可用玻兹曼公式

表示，称为扩散层。

双电层由紧密层和扩散层构

成。移动的切动面为AB面。



Stern模型

紧靠固体表面的部分包括

牢固地吸附在固体表面上

的离子和参与部分溶剂化

的水分子，形成一个双电

层的内部紧密层，称作

Stern层；

由反号离子电性中心构成

的平面称为Stern平面。



由于离子的溶剂化作用，

颗粒在移动时，紧密层会

结合一定数量的溶剂分子

一起移动，所以滑移的切

动面由比Stern层略右的曲

线表示。

Stern模型

从固体表面到Stern平面，

电位从0直线下降为 。



电动电位

在Stern模型中，带有溶剂化层的滑移界面与溶液
之间的电位差称为 电位。

电位总是比热力学电位低，外加电解质会使 电位
变小甚至改变符号。只有在质点移动时才显示出 电位，
所以又称电动电位。

 



带电的固体或胶粒在移动时，移动的切动面与液
体本体之间的电位差称为电动电位，或Zeta电位。



 u为颗粒的电泳淌度（单位电场下的电泳速度），ε

和η分别为介质的介电常数和粘度，K是与颗粒形状
有关的常数。

电泳法测量电动电位

Ku





 Zeta电位是对颗粒之间相互排斥或吸引的强度的度
量。

带电颗粒在外加电场的作用下向带相反电荷的

电极作定向移动的现象称为电泳。



五、荧光粉材料的制备及
性能测试

（实验2，3）



1、荧光粉基础知识



红外线 无线电波紫外+可见X射线γ射线

可见光
780 nm380200

紫外真空紫外

104

波长 m

102110-210-410-610-810-1010-14 10-12

紫蓝青绿黄橙红

电磁波谱



什么是荧光粉？

光子

电子

电场 发
光

能量传递

Eu3+

Eu3+激发态

基质吸收



荧光粉的组成

 基质—荧光粉主体成分

 激活剂—即发光中心

 敏化剂—或称共激活剂

 猝灭剂—或称毒剂，如Fe

 惰性杂质

示例：Y2O3：Eu
3+



高温固相法制备荧光粉材料

配料

混合

冷至室温

粉碎

过筛

成品

高温合成或还原



2、Y2O3荧光粉



三基色荧光灯

 红色：Y2O3:Eu 

 绿色：CeMgAl11O17:Tb，（La, Ce, Tb）PO4

 蓝色：BaMgAl14O23:Eu  BaMgAl10O17 :Eu



实验2 内容及步骤



1、实验准备

原料及实验用品准备：

1，选用纯度高的原料，Fe、Cu等杂质含量一般应控制

在10 PPM以下；

2，原料使用后注意密封，防止吸潮或污染；

3，对混料瓶、坩埚等容器注意清洗，新坩埚在使用前

要王水浸泡24以上，并进行预烧。

整个制备过程中避免带入杂质，不用金属器物接触粉料！



2、配料

注意事项：

1，计算应准确；

2，称量应精确；

3，避免污染药品；

4，轻质粉末，小心飞扬。

Y2O3相

Eu替代Y

如：(Y0.95Eu0.05)2O3

外加 0.5%wt Li2CO3

外加 Flux: Li2CO3

Y2O3 16g

http://www.bridge17.com.cn/product_list.asp?nclassid=20


3、混合

注意事项：

1，保证药品粉、混料瓶及瓶盖干燥；

2，混料时注意是否有药品粘在瓶壁或

在死角；

3，混合一定要充分，否则将导致高

温固相反应不充分，残余未反应相；



4、高温合成

注意事项：

1，注意高温；

2，按分组表顺序入炉，注意记录坩埚入炉序号。

1300℃ 2h



5，粉碎、过筛

注意事项：

1，严禁用力敲击研钵！

2，过筛时尽量避免接触金属框；

100目筛，筛出5克



荧光粉亮度及发射光谱测试
（实验3）



实验7：亮度及发射光谱测试

光谱仪

254 nm

1．装样。将标样及测试样品装入样
品槽，放入样品室。
2．将标样亮度计为100％，测量自己
烧制的样品的相对亮度；
3. 打开测试软件，点击“发射光谱”
按钮，测试红绿蓝荧光粉的发射光谱，
保存数据。

亮度仪



粉体材料制备及性能测试 实验安排（4天）

实验内容及编号：
1，粉体材料综合性能测试（松装密度等）； 2，高温固相反应法制备Y2O3：Eu3+ 荧光粉材料；
3，荧光粉发光性能测试； 4，粉体材料粒度性能测试；
5，粉体材料电泳性能测试； 6，粉体材料比表面积测试；
7，溶胶凝胶法制备粉末（薄膜）材料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第4天 第5天

上
午

9：30－11：30

上课，地点：
432

9：30－11：30

实验2（配料混料）
地点：334

9：30－11：30

实验4

地点：338

9：30－11：30

实验6

地点：337

9：30－11：30

实验7

地点：334，339

下
午

2：00－5：00

实验1

地点：337

预习实验2

2：00－5：00

实验2（高温合成）
地点：336

实验3，地点：335

2：00－5：00

实验5

地点：338

2：00－5：00

实验6

地点：337

2：00－5：00

实验7

地点：334，339



每个实验都请认真预习，熟悉实验
内容和实验步骤！

上课时有主动性，有问题随时问随
时解答！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