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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透明薄膜用的纳米碳酸

钙的生产工艺，涉及土壤改良技术领域，包括如

下步骤：调节氢氧化钙的温度与浓度，并加入晶

形控制剂；再通入二氧化碳气体，碳化到PH=7～8

时，停止碳化，慢慢加入按摩尔1:1比配制的硫酸

钠和氯化钡的水溶液，继续搅拌30min，直到纳米

碳酸钙的表面形成核壳型结构，再继续碳化碳化

浆液至PH≤7，第一次采用脂肪酸盐类处理剂包

覆，第二次采用偶联剂和柠檬酸酯增塑剂包覆，

将包覆好的纳米碳酸钙浆进行压滤、烘干与解

聚，制备完成的纳米碳酸钙的一次粒径为30～

60nm，经过表面处理后，二次激光粒度仪检测平

均粒径为0.5～1.0μm之间，具有良好的加工性

能，与塑料树脂基材相容性好，用于塑料薄膜时

有良好的透明性、分散性和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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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透明薄膜用的纳米碳酸钙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煅烧：取天然石灰石进行高温煅烧，得到氧化钙；

2）精制：取步骤1）中制得的氧化钙筛分去杂质，再加入热水消化后得到浓度为6～12%

的氢氧化钙悬浮液；

3）碳化合成：取步骤2）中制得的氢氧化钙悬浮液加入晶型控制剂，再输送到带搅拌的

碳化反应器中，同时向碳化反应器中通入体积浓度为25～35%的CO2气体，在20～30℃下进

行碳化合成反应，当碳化反应器中的溶液碳化至PH=7～8时，停止通入CO2气体，慢慢加入按

摩尔比1:1配制的硫酸钠和氯化钡的水溶液，继续搅拌30～60min，直到纳米碳酸钙的表面

形成核壳型结构，再继续碳化浆液至PH≤7时，得到纳米碳酸钙浆料；

4）改性：取步骤3）中制得的纳米碳酸钙浆料，将其加热升温至60～80℃后保温，加入脂

肪酸盐进行第一次表面包覆，搅拌30～60min后再加入偶联剂和柠檬酸酯进行第二次表面

包覆，继续搅拌30～60min，得到改性浆料；

5）制得成品：取步骤4）中制得的改性浆料，将其进行压滤、洗涤，除去水溶性盐；再压

滤、干燥；最后经粉碎解聚得到纳米碳酸钙。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透明薄膜用的纳米碳酸钙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2）

的消化过程是将步骤1）制得的氧化钙经立窑振动过筛去杂质后加热水进行消化反应，热水

的温度为50～70℃、灰水比1:5～7，经过多级旋振筛除渣后，静置陈化时间≥24h，然后经过

多级旋液分离器后制成氢氧化钙悬浮液。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透明薄膜用的纳米碳酸钙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3）

中所述的晶型控制剂为糖类化合物，晶型控制剂的加入量为氢氧化钙干基总量的0.1～

1.0%。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透明薄膜用的纳米碳酸钙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 

3）中所述硫酸钠和氯化钡的水溶液的浓度为20～30%；加入量按生成硫酸钡的量占碳酸钙

干基重量总量的3.0～8.0%。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透明薄膜用的纳米碳酸钙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4）

中所述脂肪酸盐的加入量为碳酸钙干基总量的  1.5～3.0%  ；所述脂肪酸盐为长碳链脂肪

酸的可溶性盐。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透明薄膜用的纳米碳酸钙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4）

中所述偶联剂和所述柠檬酸酯类增塑剂质量比为2：1，加入量为碳酸钙干基总量的1.5～

3.0%。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透明薄膜用的纳米碳酸钙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偶

联剂为磷酸酯偶联剂，所述柠檬酸酯为柠檬酸三丁脂或乙酰柠檬酸三丁酯类环保增塑剂。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透明薄膜用的纳米碳酸钙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5）

制得成品过程中，先将步骤  4）中制得的改性浆料进行隔膜压滤，得到水分含量为35～45%

的滤饼，然后在压滤机内通入清水，对压滤产物进行洗涤后，再用隔膜压滤机反压水吹干，

使滤饼水分在30～35%之间；再进行干燥，最后经破碎解聚即得到成品。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0484022 A

2



一种透明薄膜用的纳米碳酸钙的生产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土壤改良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应用于透明薄膜的纳米碳酸钙的生

产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用于包装以及覆膜层的薄膜，其主要由聚氯乙烯、聚乙烯、聚丙烯、聚苯乙烯以及

其他树脂制成，已经广泛地应用于食品、医药、化工、农业、轻工业等领域，但是由于树脂由

石油产品加工而成，生产成本高，对环境影响大，所以通常需要加入填料降低成本，通常的

填料为：重钙、轻钙、高岭土、石英、硫酸钡、白炭黑、滑石粉等。普通的填料的加入，都会影响

薄膜的透明性。用于透明薄膜的只有纳米硫酸钡、硫酸钠等，硫酸钠的水溶性太好，在空气

中容易吸收水分，导致做出的膜强度差，透明性差；纳米硫酸钡由于其比重大，同样重量的

母粒，吹出来的膜面积小,生产成本高。

[0003] 纳米碳酸钙作为一种新型的填料，具有粒子尺寸小、比表面积大、可增加塑料薄膜

的强度，具有比重小，制造成本低等优点，做到粒径很细小时，可用于填充透明母粒。但是纳

米碳酸钙粒径小时，容易团聚与塑料的相溶性差，会影响其透明性，目前规模化的纳米碳酸

钙的生产并不成熟，普通纳米碳酸钙的。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以上缺陷，本发明提供一种应用于透明薄膜的纳米碳酸钙的生产工艺，旨在

解决沙土土壤改良与治理难度大的问题。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透明薄膜用的纳米碳酸钙的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1）煅烧：取天然石灰石进行高温煅烧，得到氧化钙；

2）精制：取步骤1）中制得的氧化钙筛分去杂质，再加入热水消化后得到浓度为6～12%

的氢氧化钙悬浮液；

3）碳化合成：取步骤2）中制得的氢氧化钙悬浮液加入晶型控制剂，再输送到带搅拌的

碳化反应器中，同时向碳化反应器中通入体积浓度为25～35%的CO2气体，在20～30℃下进

行碳化合成反应，当碳化反应器中的溶液碳化至PH=7～8时，停止通入CO2气体，慢慢加入按

摩尔比1:1配制的硫酸钠和氯化钡的水溶液，继续搅拌30～60min，直到纳米碳酸钙的表面

形成核壳型结构，再继续碳化浆液至PH≤7时，得到纳米碳酸钙浆料；

4）改性：取步骤3）中制得的纳米碳酸钙浆料，将其加热升温至60～80℃后保温，加入脂

肪酸盐进行第一次表面包覆，搅拌30～60min后再加入偶联剂和柠檬酸酯进行第二次表面

包覆，继续搅拌30～60min，得到改性浆料；

5）制得成品：取步骤4）中制得的改性浆料，将其进行压滤、洗涤，除去水溶性盐；再压

滤、干燥；最后经粉碎解聚得到纳米碳酸钙。

[0006] 其中，步骤2）的消化过程是将步骤1）制得的氧化钙经立窑振动过筛去杂质后加热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110484022 A

3



水进行消化反应，热水的温度为50～70℃、灰水比1:5～7，经过多级旋振筛除渣后，静置陈

化时间≥24h，然后经过多级旋液分离器后制成氢氧化钙悬浮液。

[0007] 其中，步骤3）中的晶型控制剂为糖类化合物，晶型控制剂的加入量为氢氧化钙干

基总量的0.1～1.0%。

[0008] 其中，步骤  3）中硫酸钠和氯化钡的水溶液的浓度为20～30%；加入量按生成硫酸

钡的量占碳酸钙干基重量总量的3.0～8.0%。

[0009] 其中，步骤4）中脂肪酸盐的加入量为碳酸钙干基总量的  1.5～3.0%  ；脂肪酸盐为

长碳链脂肪酸的可溶性盐。

[0010] 其中，步骤4）中偶联剂和柠檬酸酯类增塑剂质量比为2：1，加入量为碳酸钙干基总

量的1.5～3.0%。

[0011] 其中，偶联剂为磷酸酯偶联剂，柠檬酸酯为柠檬酸三丁脂或乙酰柠檬酸三丁酯类

环保增塑剂。

[0012] 其中，步骤5）制得成品过程中，先将步骤  4）中制得的改性浆料进行隔膜压滤，得

到水分含量为35～45%的滤饼，然后在压滤机内通入清水，对压滤产物进行洗涤后，再用隔

膜压滤机反压水吹干，使滤饼水分在30～35%之间；再进行干燥，最后经破碎解聚即得到成

品。

[0013] 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由于透明薄膜用的纳米碳酸钙的生产工艺通过调节氢氧化钙的温度与浓度，并加入晶

形控制剂；再通入二氧化碳气体，碳化到PH=7～8时，停止碳化，慢慢加入按摩尔1:1比配制

的硫酸钠和氯化钡的水溶液，继续搅拌30min，直到纳米碳酸钙的表面形成核壳型结构，再

继续碳化碳化浆液至PH≤7，第一次采用脂肪酸盐类处理剂包覆，降低纳米碳酸钙的吸油

值，第二次采用偶联剂和柠檬酸酯增塑剂包覆提高纳米碳酸钙与塑料的相容性，将包覆好

的纳米碳酸钙浆进行压滤、烘干、解聚，制备完成的纳米碳酸钙的一次粒径为30～60nm  ，经

过表面处理后，二次激光粒度仪检测平均粒径为0.5～1.0μm  之间，具有良好的加工性能，

与塑料树脂基材相容性好，用于塑料薄膜时有良好的透明性、分散性和强度。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一中的纳米碳酸钙产品的电子显微镜图；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二中的纳米碳酸钙产品的电子显微镜图；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三中的纳米碳酸钙产品的电子显微镜图；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四中的纳米碳酸钙产品的电子显微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在下面的详细描述中，只通过说明的

方式描述了本发明的某些示范性实施例。毋庸置疑，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可以认识到，在

不偏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对所描述的实施例进行修

正。因此，附图和描述在本质上是说明性的，而不是用于限制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0016] 实施例一：

在50L的碳化釜中，加入浓度为74g/L（质量浓度）的生浆35L，加入晶型控制剂，晶型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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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剂的加入量为氢氧化钙干基总量的1.0%，后通入体积浓度为25～35%的二氧化碳气体，在

20～30℃下进行碳化合成反应，开启冷却水，控制温度不超过25℃，当反应器中的溶液碳化

至  PH=7～8时，慢慢加入硫酸钠和氯化钡的水溶液，其中硫酸钠和氯化钡的比例按摩尔1:1

比配制（加入量按生成硫酸钡的量占碳酸钙干基重量总量的5.0%），加入完成后，继续搅拌

30～60min，直到纳米碳酸钙的表面形成核壳型结构，再继续过碳化，碳化浆液至PH≤7，即

得到纳米碳酸钙浆料。将得到的纳米碳酸钙浆料经过泵进入50L活化罐,进行活化，加入第

一次包覆剂：脂肪酸盐类处理剂（加入量为碳酸钙干基总量的3.0%），搅拌30分钟，加入偶联

剂（加入量为碳酸钙干基总量的1.5%），与偶联剂同时加入柠檬酸脂增塑剂（加入量为碳酸

钙干基总量的  1.5%），搅拌15分钟，将制得的改性浆料，进行压滤，干燥，最后经粉碎解聚即

得到纳米碳酸钙产品，破碎后粉体无明显团聚现象。采用国家标准（GB/T19588～2004）进行

检测，其白度96.9%，吸油值22.4  gDOP/100g，比表面积32.5  m2/g。

[0017] 实施例二：

在50L的碳化釜中，加入浓度为85g/L（质量浓度）的生浆35L，加入晶型控制剂，晶型控

制剂的加入量为氢氧化钙干基总量的1.0%，后通入体积浓度为25～35%的二氧化碳气体，进

行碳化合成反应，不开启冷却水，当反应器中的溶液碳化至PH=7～8时，慢慢加入硫酸钠和

氯化钡的水溶液，其中硫酸钠和氯化钡的比例按摩尔1:1比配制（加入量按生成硫酸钡的量

占碳酸钙干基重量总量的4.0%），加入完成后，继续搅拌30～60min，直到纳米碳酸钙的表面

形成核壳型结构，再继续碳化碳化浆液PH≤7，即得到纳米碳酸钙浆料。将得到的纳米碳酸

钙浆料经过泵进入50L活化罐,进行活化，加入第一次包覆剂：脂肪酸盐类处理剂加入量为

碳酸钙干基总量的2.5%，搅拌30分钟，加入偶联剂（加入量为碳酸钙干基总量的1.0%），与偶

联剂同时加入柠檬酸脂增塑剂（加入量为碳酸钙干基总量的  1.5%），搅拌15分钟，将制得的

改性浆料，进行压滤，干燥，最后经粉碎解聚即得到纳米碳酸钙产品，破碎后粉体无明显团

聚现象。采用国家标准（GB/T19588～2004）进行检测，其白度96.5%，吸油值23.5  gDOP/

100g，比表面积31.3  m2/g。

[0018] 实施例三：

在50L的碳化釜中，加入浓度为100g/L（质量浓度）的生浆35L，加入晶型控制剂，晶型控

制剂的加入量为氢氧化钙干基总量的0.8%，后通入体积浓度为25～35%的二氧化碳气体，在 

20～30℃下进行碳化合成反应，开启冷却水温度不超过25℃，当反应器中的溶液碳化至  PH

=7～8时，慢慢加入硫酸钠和氯化钡的水溶液，其中硫酸钠和氯化钡的比例按摩尔1:1比配

制（加入量按生成硫酸钡的量占碳酸钙干基重量总量的5.0%），加入完成后，继续搅拌30～

60min，直到纳米碳酸钙的表面形成核壳型结构，再继续碳化碳化浆液PH≤7，即得到纳米碳

酸钙浆料。将得到的纳米碳酸钙浆料经过泵进入50L活化罐,进行活化，加入第一次包覆剂：

脂肪酸盐类处理剂加入量为碳酸钙干基总量的3.0%，搅拌30分钟，加入偶联剂（加入量为碳

酸钙干基总量的1.0%），与偶联剂同时加入柠檬酸脂增塑剂（加入量为碳酸钙干基总量的 

1.0%），搅拌15分钟，将制得的改性浆料，进行压滤，干燥，最后经粉碎解聚即得到纳米碳酸

钙产品，破碎后粉体无明显团聚现象。采用国家标准（GB/T19588～2004）进行检测，其白度

96.8%，吸油值22.3  gDOP/100g，比表面积29.2  m2/g。

[0019] 实施例四：

在50L的碳化釜中，加入浓度为110g/L（质量浓度）的生浆35L，加入晶型控制剂，晶型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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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剂的加入量为氢氧化钙干基总量的1.0%，后通入体积浓度为25～35%的二氧化碳气体，在

20～30℃下进行碳化合成反应，开启冷却水，当反应器中的溶液碳化至PH=7～8时，慢慢加

入硫酸钠和氯化钡的水溶液，其中硫酸钠和氯化钡的比例按摩尔1:1比配制（加入量按生成

硫酸钡的量占碳酸钙干基重量总量的3.0%），加入完成后，继续搅拌30～60min，直到纳米碳

酸钙的表面形成核壳型结构，再继续碳化碳化浆液PH≤7，即得到纳米碳酸钙浆料。将得到

的纳米碳酸钙浆料经过泵进入50L活化罐,进行活化，加入第一次包覆剂：脂肪酸盐类处理

剂加入量为碳酸钙干基总量的  2.5%，搅拌30分钟，加入偶联剂（加入量为碳酸钙干基总量

的1.5%），与偶联剂同时加入柠檬酸脂增塑剂（加入量为碳酸钙干基总量的  1.5%），搅拌15

分钟，将制得的改性浆料，进行压滤，干燥，最后经粉碎解聚即得到纳米碳酸钙产品，破碎后

粉体略有团聚现象。采用国家标准（GB/T19588～2004）进行检测，其白度96.5%，吸油值23.6 

gDOP/100g，比表面积27.8  m2/g。

[0020] 目前市场销售的采用脂酸酸及其酯进行表面处理的普通纳米碳酸钙，采用国家标

准（GB/T19588～2004）进行检测，其白度96.1，吸油值24.5  gDOP/100g，比表面积28.3  m2/

g。现将实施例一至五所生产的纳米碳酸钙以及目前市场的普通纳米碳酸钙产品的性能进

行对比，如下表1：

表1

项目 实施例一 实施例二 实施例三 实施例四 普通产品

白度（%） 96.9 96.5 96.8 96.5 96.1

吸油值（gDOP/100g） 22.4 23.5 22.3 23.6 24.5

比表面积（m2/g） 32.5 31.3 29.2 27.8 28.3

以上实施例一至四产品以及普通产品应用于PE产品的实验配方中，连同不加填料的PE

产品进行性能对比：

（1）、按质量份数配比如下表2的配方，加入到高速混合机中，进行混合，当搅拌达到110

～125℃时出料。

[0021] 表2粉体应用于PE的试验配方

项目 份量 备注

PE 78 高压聚乙烯LDPE吹膜级

PE蜡 1 聚乙烯蜡软化点105℃

铝酸酯偶联剂 1 DL411型二硬脂酰氧异丙基铝酸酯

羟基硅油 0.5 端基为羟基的线性聚二甲基硅氧烷

增韧剂 1 三元乙丙胶EPDM4770

热稳定剂 1 有机锡

石蜡润滑剂 2.5 熔点50～65℃

粉体 0～15 实施例一至四的产品、普通产品及不加填料的空白样

（2）捏合好的材料，加入到双螺杆挤出机中，挤出温度为135～150℃；经过造粒后，在挤

出流延设备上流延成薄膜，再经拉伸得到拉伸薄膜，测试所得流延薄膜的力学性能和透光

性能，透光性能按GB/2410～2008《透明塑料透光率和雾度试验方法》进行测定，如表3所示。

[0022]                表3   粉体填充PE的性能测试对比
项目 应用例１ 应用例２ 应用例３ 应用例４ 应用例５ 应用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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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体 实施例一产品 实施例二产品 实施例三产品 实施例四产品 普通产品 空白不加粉体

纵向拉伸强度／MPa 15.6 15.3 14.6 15.3 12.3 10.3

模向拉伸强度／MPa 8.8 8.3 7.8 7.5 6.5 4.6

纵向伸长率／% 285 290 300 290 265 345

横向伸长率／% 445 460 435 430 405 480

透光率 92.1 91.7 91.6 91.4 87.9 93.5

由以上应用例1、应用例2、应用例3、应用例4所得填料相对应用例5有良好的强度和伸

长率，且透明性高；对比应用例6不加填料强度增加，所以本产品用于塑料薄膜行业具有良

好的强度和伸长率，且透明性高。

[0023] 本发明不局限于上述具体的实施方式，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从上述构思出发，

不经过创造性的劳动，所做出的种种变换，均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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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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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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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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