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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化时间和铝硅比对室温液相法制备 A 型沸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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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液相法室温制备A型沸石，利用X射线衍射、扫描电子显微镜、红外光谱等考察晶化时间和凝胶中 n(Al2O3)/n(SiO2)
比对沸石的成核与晶体生长过程的影响。结果表明：晶化 120 h 时，反应体系以成核作用为主；120~156 h 是 A 型沸石晶体

的快速生长期；晶化时间为 168 h 时，合成产物具有较好结晶度。与常规 95 ℃制备 A 型沸石相比，室温合成抑制了杂相的

形成，延长晶化时间没有诱发羟基方钠石生成。同时，室温合成制备的样品，粒度明显减小，出现明显的附聚现象。

n(Al2O3)/n(SiO2)在 0.35~0.80 时，样品均为单相的 A 型沸石，提高 n(Al2O3)/n(SiO2)导致晶粒细化。n(Al2O3)/n(SiO2)为 0.35、
0.45、0.60 和 0.80 时，样品的平均粒径分别为 385、329、260 和 192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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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s of Crystallization Time and SiO2/Al2O3 Ratio on Synthesis of Zeolite A at Room 
Temperature via Liquid Pr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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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eolite A was prepared by a room-temperature liquid synthesis route. The influences of crystallization time and molar ratio 
of Al2O3/SiO2 on the nucleation and crystal growth were investigated by X-ray diffraction (XR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and Fourier infrared spectroscopy (FTIR),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action is mainly dominated by nucleation 
at the crystallization time of 120 h, the rapid growth of zeolite A occurs at 120–156 h, and the well-crystallized samples are obtained 
after 168 h. Compared to zeolite A obtained in conventional autoclave treatment at 95 oC, the room-temperature crystallization hinders 
the formation of impurity crystals, and no hydroxylsodalite forms for longer crystallization time. Besides, the room-temperature 
crystallization decreases the crystal size and results in the aggregation. The zeolite A sample obtained at room temperature is a pure 
phase when the Al2O3/SiO2 ratio ranges in 0.35–0.80. The increase of Al2O3/SiO2 ratio leads to the decrease of size of zeolite A. The 
samples obtained at molar ratio Al2O3/SiO2 of 0.35, 0.45, 0.60 and 0.80 have the mean particle sizes of 385, 329, 260 and 192 nm, 
respectively. 
 

Keywords: liquid preparation method; zeolite A; room temperature; crystallization 
 

A 型沸石是一种由硅氧四面体和铝氧四面体组

成的立方型晶体，具有规则的孔道和空腔骨架结构，

其有效孔径为 0.42 nm，与小分子的动力学直径相

近，对小分子具有很高的分离选择性[1]；同时，A

型沸石的硅铝比小，亲水性强，可以实现极性分子/

非极性分子和水/有机物等的分离[2]。由于其独特的

吸附性、离子交换性、催化性和良好的化学可修饰

性，A 型沸石被广泛应用于化工、石油、冶金、医

药及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3–5]。 

传统的 A 型沸石大都采用水热法制备。即以硅

源、铝源与碱源配置成一定摩尔比的凝胶液，置于

反应釜中，在一定温度(95~110 ℃)晶化合成[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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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操作简单，然而其合成温度高、能耗大，产

品粒度分布宽(1~5 μm)。近年来，无毒、无污染、

低能耗制备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已成为绿色化学的重

要内容，低温合成作成为绿色化学的一个研究热点，

开始应用于沸石的制备[11–14]。 

本工作采用室温液相法制备 A 型沸石，考察

了晶化时间和凝胶液 n(Al2O3)/n(SiO2)对合成产物

的形貌和尺寸的影响，探讨了室温合成时晶体形

成和转化过程，为其它类型沸石的低温合成提供

了借鉴。 

1  实验 

1.1  试剂 

分析纯试剂氢氧化钠 (NaOH)购自广东汕头

西陇化工厂。化学纯铝酸钠(NaAlO2)购自国药集

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质量分数为 30%的 SiO2 溶

胶购自江苏兴化市康达助剂厂。实验用水为去离

子水。 

1.2  沸石制备 

采用液相法制备 A 型沸石，其过程为：将 NaOH

溶解于去离子水中，加入 NaAlO2，加热搅拌使其完

全溶解。溶液冷却后，在剧烈搅拌的同时加入 SiO2

溶胶，形成白色凝胶。固定 SiO2 加入量不变，调节

其它物质加入量，使凝胶中 Na2O、Al2O3、SiO2 和

H2O 的摩尔比为 其中：x)200׃1.0׃x׃4.0 分别为 0.18、

0.26、0.35、0.45、0.60 和 0.80)。凝胶液继续搅拌

30 min，转移至聚四氟乙烯的反应釜中，在室温

(25 ℃)进行晶化。作为对比，凝胶液同时置于烘箱

中 95 ℃水热晶化。晶化结束后，所得样品过滤、洗

涤、100 ℃干燥 24 h。 

1.3  样品表征 

采用德国 Bruker 公司 D8 Advance 型固定阳极 X

射线衍射仪分析产物的物相组成，Cu 靶 Kα射线，管

电压 40 kV，管电流 30 mA，步长为 0.02°，扫描速率

0.5 s。采用 QUANTA 200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样品

形貌，观测前对样品进行喷金处理。采用 Nicolet 5700

型 Fourier 变换红外光谱仪分析样品结构，KBr 压片制

样，波数范围 400~1 800 cm–1。采用 Mastersizer 2000

型激光粒度分析仪测量样品的粒度，以水为分散介

质。测量前，样品分散于水中，并超声处理 40 min。 

2  结果与讨论 

2.1  晶化时间的影响 

按 Na2O、Al2O3、SiO2 和 H2O 的摩尔比为

0:0.35:1.00:200 配制凝胶液，室温晶化，考察晶化

时间对合成样品的影响，其 XRD 谱如图 1 所示。

由图 1 可以看出，晶化 96 h，没有出现 A 型沸石

的特征衍射峰；晶化 120 h，出现了极微弱的 A 型

沸石特征衍射峰，由衍射峰强度计算其相对结晶

度(A 型沸石衍射峰强度之和/晶化完全的 A 型沸

石的衍射峰强度之和)仅为 0.04，表明晶化时间为

96~120 h 时，反应体系以成核作用为主，但已有

少量 A 型沸石生成；晶化 144 h 时，A 型沸石的

衍射峰强度明显提高，结晶度上升，表明此时反

应已由成核为主开始转为晶体生长为主；晶化  

156 h 时，A 型沸石的衍射峰强度进一步增大，结

晶度增至 0.7。由此可见，120~156 h 是沸石的快

速生长期。随着反应的进行，晶体继续生长。晶

化 168 h时，A型沸石的衍射峰强度达到最大值(结

晶度=1)。进一步延长晶化时间至 336 h，样品衍

射峰强度基本保持不变，XRD 显示无其它杂相生

成。文献表明，常规温度(95~110 ℃)水热合成时，

反应初期产物以 A 型沸石为主相，并含有少量的

X 型沸石；进一步延长晶化时间，X 型沸石的衍

射峰消失，产物转化为单一相的 A 型沸石；然而，

继续增加反应时间，会导致羟基方钠石杂晶的生

成[15–17]。反应体系中出现 X 型沸石和羟基方钠石

杂质，可能与三者的晶体结构相关。X 型沸石、A

型沸石和羟基方钠石骨架结构都是单一 β 笼通过

六元环或四元环连接构成，骨架结构相似。β笼通

过双六元环(D6R)连接形成 X 型沸石，通过双四元

环(D4R)连接形成 A 型沸石，通过单四元环(S4R)连

接形成羟基方钠石。 

采用 Materials Studio 软件，通过分子模拟方

法计算得到 NaX 沸石、NaA 沸石和羟基方钠石的骨

架总能量分别为–1872、–2100 和–2316 kJ/mol [16]。

三者的骨架总能量有所差异，但相差较小。X 型

沸石、A 型沸石的骨架总能量比羟基方钠石的高，

属于介稳相，不如羟基方钠石稳定。因此，常规

温度时，随晶化时间的延长，体系中出现了由 X

型沸石过渡到 A 型沸石，最终向羟基方钠石转化

的过程。而本研究表明，低的晶化温度可能更有

利于 A 型沸石晶核生成；同时，由于晶化温度低，

对晶化过程提供的能量少，生成的介稳相 A 型沸

石不能进一步转变为羟基方钠石(晶化 336 h 时仍无

方钠石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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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晶化时间产物的 XRD 谱 
Fig. 1  XRD patterns of products prepared at different 

crystallization times 

图 2 为不同晶化时间的产物的 SEM 照片。由图

2 可见，晶化时间为 96 h 时，产物为由粒径约 20~30 

nm 的粒子构成的团聚体(图 2a)，对应的 XRD 谱未

显示沸石的衍射峰，说明其生成的 A 型沸石晶核被

大量无定型的次级硅铝酸盐凝胶所包裹[11]。晶化

120~144 h 时，纳米粒子逐渐长大，说明反应体系已

由成核过程为主转为以晶体生长为主，但此时样品

晶化不完全，仍可观察到无定型凝胶的存在(图 2b

和图 2c)。在该阶段，成核与晶体生长消耗了液相中

的硅铝酸根离子，引起次级硅铝酸盐凝胶的继续溶

解。直至凝胶的完全溶解，沸石晶体的完全生长，

形成粒度为 0.3~0.5μm 球形微米晶粒(图 2d)。随着

反应进行，晶体继续长大，晶形进一步完善。晶化

168 h 和 336 h 时，沸石颗粒的形貌已由球形转变为

立方体，呈现出典型的 A 型沸石立方晶体形貌，并

出现规整的晶面(图 2e 和 2f)。图 2g 和图 2h 为 95 ℃

晶化 5 h 合成的 A 型沸石的 SEM 照片(晶化 6 h 后，

有杂晶方钠石生成)。与之相比，室温合成的 A 型沸

石粒度明显减小。可将其归结为两个方面原因：一

方面是低温时形成的胶粒数量多，体积小。溶液中

Al3+增多，使得 SiO2 在 OH–的作用下溶解并向溶液

释放单聚硅酸根离子，单聚硅酸根离子和 Al3+反应，

生成富铝的硅铝酸盐沉淀。因此，在低温成胶的过

程中，合成体系中将更多地产生富铝的硅铝酸盐沉

淀，导致生成更多的沸石晶核。另一方面，A 型沸

石的成核能(约 15 kJ/mol)远小于晶体生长能(约 60 

kJ/mol)[18]，降低晶化温度虽然使成核速率和晶体生

长速率都降低，但晶体生长速率降低得更快，致使

结晶生成的 A 型沸石粒度急剧下降。对室温晶化

168 和 336 h以及 95 ℃晶化 5 h制备样品准确称量，

以原料中 Al3+为基准计算得到其转化率分别为

92.43%、92.67%和 87.81%，由此可见，低温合成可

得到高的沸石产率。Zhdanov 等指出，分子筛晶化

过程中，温度是主要的动力学因素。与大部分化学

反应一样，分子筛的成核和晶化过程也需要克服一

定活化能，即有一个温度阈值，温度低于阈值，无

法合成出分子筛。晶化温度过高不利于合成小晶粒

分子筛，因为晶化温度较高时，晶化速率加快，晶

体生长快，抑制了二次成核，合成体系中的晶核数

量较少[19]。同时，从图 2 还可观察到，室温合成的

样品中存在明显的晶粒附聚现象，出现晶粒的“穿

插”和“聚集”。其原因是由于该反应是在碱性环境

中，晶粒表面容易吸附极性溶剂离子，所以非常容

易聚集起来。而一般认为晶粒聚集有两种类型：第

一类是 Chernov 定义的小晶粒向大晶粒运输的重结

晶过程；第二类是小晶粒之间由于某些显露的晶面

结构相容而在一定条件下发生配向生长的过程。二

者的驱动力是相同的，都是使晶粒的平均粒度增大

而降低体系的表面能[6, 20–21]。 

图 3 为不同晶化时间合成的样品的 IR 谱。由图

3 可见，在 1 001、668、556 和 467 cm–1 处出现了 A

型沸石的 4 个特征峰，1 655 cm–1 处出现–OH 的特

征峰。它们呈现出典型的分子筛骨架振动特点，与

文献中 A 型沸石报道相一致[22–23]。 

2.2  凝胶液 n(Al2O3):n(SiO2)的影响 

按 Na2O、Al2O3、SiO2 和 H2O 的摩尔比为 4.0: 

x :1.0:200 配制凝胶液，其中：x 分别为 0.18、0.26、

0.35、0.45、0.60 和 0.80，室温晶化 168 h，考察凝

胶液配比对结果的影响。图 4 为 n(Al2O3)/n(SiO2)比

不同时合成的产物的 XRD 谱。由图 4 可见，

n(Al2O3)/n(SiO2)比为 0.18 时，由于 Al2O3 加入量过

少，凝胶液中相应生成的硅铝酸根离子少，产物中

没有沸石相生成；n(Al2O3)/n(SiO2)比为 0.26，出现

强度极弱的 A 型沸石的特征衍射峰。这表明硅铝酸

根离子已通过氧原子的桥联作用在三维空间中连接

形成 A 型沸石特有的笼结构(D4R 双环)。当这些离

子或离子团的浓度大于形成沸石所需的过饱和度

时，沸石晶核形成，笼结构相互套构形成 A 型沸   

石[24]。n(Al2O3)/n(SiO2)比=0.35~0.80 时，产物为单

一相的高结晶度的 A 型沸石；当 n(Al2O3)/n(SiO2)

比为 0.80 时，样品 XRD 衍射峰明显发生宽化，表

明生成的沸石颗粒粒径下降。通常，n(Al2O3)/n(SiO2)

比是沸石合成的关键因素，其配比影响所制备沸石

的类型。A 型沸石制备的 n(Al2O3)/n(SiO2)比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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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n(Al2O3)/n(SiO2)比在 0.3~0.5 之间，超过了

单相 A 型沸石合成的范围，存在晶相由 A 晶相向 X

晶相转移的过程；当 n(Al2O3)/n(SiO2)比小于 0.3 时，

合成产物为 X 型沸石[6, 25]。而在室温合成 A 型沸石

过程表明，其在较宽的 n(Al2O3)/n(SiO2)比范围内，

合成的样品均为单一相的 A 型沸石。 

     
(a) 25 ℃, 96 h                           (b) 25 ℃, 120 h                            (c) 25 ℃, 144 h 

     
(d) 25 ℃, 156 h                          (e) 25 ℃, 168 h                            (f) 25 ℃, 336 h 

   
(g) 95 ℃, 5 h                             (h) 95 ℃, 5 h 

图 2  不同晶化时间和温度合成的 A 型沸石样品的 SEM 照片 
Fig. 2  SEM images of zeolite A samples prepared at different crystallization times and temperatures 

 

图 3  不同晶化时间合成的 A 型沸石样品的 IR 光谱 
Fig. 3  IR spectra of zeolite A samples prepared at different 

crystallization times 

 

图 4  不同 n(Al2O3)/n(SiO2)比时合成的产物的 XRD 谱 
Fig. 4  XRD patterns of zeolite A samples prepared at different 

mole ratios of Al2O3 to Si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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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为不同 n(Al2O3)/n(SiO2)比合成的产物的

SEM 照片。由图 5a 可见，n(Al2O3)/n(SiO2)为 0.18

时，产物为纳米粒子团聚构成的无定形物质；当

n(Al2O3)/n(SiO2)为 0.26 时，合成的产物为立方体晶

型 A 型沸石，但仍能观察到部分无定形凝胶尚未转

化(图 5b)。进一步增加 n(Al2O3)/n(SiO2)比值，合成

产物均为高结晶度的A型沸石(图 5c–图 5f)，与XRD

表征结果相一致。 

     
(a) x=0.18                                (b) x=0.26                                (c)x=0.35； 

     
(d) x=0.45                                  (e) x=0.60                                (f) x=0.80 

图 5  n(Al2O3)/n(SiO2)比 x 不同时合成的产物的 SEM 照片 
Fig. 5  SEM images of zeolite A samples prepared at different mole ratio x of Al2O3 to SiO2 

图 6 为 n(Al2O3)/n(SiO2)比不同时合成的产物的

粒度分布。当 n(Al2O3)/n(SiO2)比为 0.35、0.45、0.60

和 0.80 时，产物的平均粒径分别为 385、329、260

和 192 nm。n(Al2O3)/n(SiO2)比越高，母液中铝酸根

的浓度也越高，高的铝酸根浓度有利于生成更多的

晶核，导致生成细小的沸石晶体，但更详细的机理

还需更深入的研究和验证。 

 

图 6  样品的粒度分布图 
Fig. 6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curves of zeolite A samples 

2.3 干燥方式对产物的影响 

按 Na2O、Al2O3、SiO2 和 H2O 水的摩尔比为

4.0:0.35:1.0:200 配制凝胶液，室温晶化 168 h。所得

样品经过滤、洗涤，分别于 25 ℃真空干燥 24、36、

48 h 和 100 ℃下干燥 24 h，考察干燥方式对样品的

影响，其 XRD 谱如图 7 所示。由图 7 可见，所得

样品结晶度均较好。 

 

图 7  不同干燥条件得到的 A 型沸石的 XRD 谱 
Fig. 7  XRD patterns of zeolite A samples prepared at different 

drying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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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和图 9 分别对应于干燥样品的 SEM 照片和

粒度分布图。由图 8 可见，沸石颗粒均呈现出典型的

A 型沸石立方晶体形貌，并具有规整的晶面，基本观

察不到样品形貌随干燥条件发生变化。粒度分布   

(图 9)也进一步证实，样品的粒度也基本保持不变。在

沸石制备中，经用去离子水充分洗涤，样品中不存在

硅铝酸盐凝胶和 Na+，因此在此干燥过程中只是除去

沸石中残存的自由水分，是一个物理过程，沸石自身

在干燥中不再进行生长。干燥时间过短，样品 XRD

结晶度稍有降低，是因为其存在少量的自由水分造

成。而样品的 SEM 照片和粒度分布图则显示样品真

实的形貌和大小，和样品的干燥方式不具有关联性。 

     

(a) 25 ℃，24 h                                          (b) 25 ℃，36 h 

      

(c) 25 ℃，48 h                                        (d) 100 ℃，24 h 

图 8  不同干燥条件得到的产物的 SEM 照片 
Fig. 8  SEM images of zeolite A samples prepared at different drying conditions 

 

 

图 9  干燥条件对样品的粒度分布的影响 
Fig. 9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curves of zeolite A samples 

prepared at different drying conditions 

3  结论 

以铝酸钠为铝源、硅溶胶为硅源、氢氧化钠为

碱源，通过室温液相法合成 A 型沸石。与常规温

度(95 ℃)合成 A 型沸石相比，晶化温度低，对晶化

过程提供的能量少，生成的介稳相 A 型沸石不会

进一步转变为羟基方钠石。当 n(Al2O3)/n(SiO2)比

为 0.35~0.80 时，合成的样品均为单一相的 A 型  

沸石。 

室温下合成 A 型沸石样品粒度明显减小，晶粒的

附聚现象非常明显。当 n(Al2O3)/n(SiO2)比为 0.35、

0.45、0.60 和 0.80，其对应样品平均粒径分别为 385、

329、260 和 192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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