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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燃烧合成 Sr1.93Ba0.05SiO4:Eu 荧光粉及其发光性能
强耀春 1, 2，张宝林 1, 2
(1. 桂林理工大学 有色金属及材料加工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广西 桂林，541004；
2. 桂林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广西 桂林，541004)
摘要：以尿素为燃料，金属硝酸盐为氧化剂，(C2H5O)4Si 为硅源，采用低温燃烧及回火还原处理合成用于白光 LED
的 Sr1.93Ba0.05SiO4:Eu 荧光粉。讨论助熔剂 SrCl2 用量和回火温度对荧光粉相组成的影响，研究合成产物的发光性
能，初步提出合成反应机制。燃烧合成中熔融的 SrCl2 为整个反应提供了一个半流动态的环境，促使生成的杂相
SrCO3 分解。低温燃烧直接产物 Sr1.93Ba0.05SiO4:0.02Eu3+非晶材料在波长 393 nm 近紫外光的激发下最强发射峰值
是波长为 612 nm 红光；处理后晶相产物 Sr1.93Ba0.05SiO4:0.02Eu2+发射峰值是波长为 480 nm 的蓝光和 543 nm 的黄
绿光，分别是由处于不同格位上的 Eu2+(Ⅱ)和 Eu2+(Ⅰ)的 5d→4f 跃迁产生的。用不同的近紫外光(380~410 nm)激
发时，样品发射出的蓝光(480 nm)和黄绿光(543 nm)的强度都随着激发光波长的增大而减小，而且蓝光的强度减
小非常明显，同时，随着激发光波长的增大黄绿光波长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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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 temperature combustion synthesis and luminesce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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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r1.93Ba0.05SiO4:Eu phosphors for white-light-emitting diodes were synthesized using low temperature
combustion method. The influences of the amount of the flux SrCl2 and calcining temperature on the phase compositions
of the products were studied and their photoluminescence was investigated. The reaction mechanism was proposed
initially. The SrCl2 flux not only provides a semi-dynamic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combustion reaction takes place, but
also avoids the unintended phase SrCO3. Amorphous material Sr1.93Ba0.05SiO4:0.02Eu3+ emits the strongest peak at 612
nm red light when it is excited in the 393 nm near ultraviolet (UV) light. The emission spectrum of
Sr1.93Ba0.05SiO4:0.02Eu2+ fabricated by the low temperature combustion method and calcined in reducing atmosphere
shows a green-yellow broadband emission peak at around 543 nm and a blue band at 480 nm, which are respectively
generated by the 5d → 4f transitions of the Eu2+ (Ⅱ) and Eu2+ (Ⅰ) at different lattice positions. When excited with near
UV (380−410 nm), the intensity of the blue light (480 nm) and yellow green light (543 nm) increases with the decrease of
the excitation wavelength, and the intensity of the blue light decreases obviously, and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excitation wavelength, the wavelength of the yellow-green light emitted incr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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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光 LED 使用寿命长，效率高，节能环保，为
[1]

1271

中，得到溶液 A；称取化学计量比所需的(C2H5O)4Si(分

21 世纪重点发展的绿色照明光源 。目前，产业化的

析纯)将其溶解在体积约为去离子水 4 倍的无水乙醇

白 光 LED 制 作 方 式 是 把 蓝 光 LED 管 芯 和 黄 色

中，得到溶液 B；再按照(C2H5O)4Si 与 SrCl2 摩尔比为

3+

YAG:Ce 微晶组合，管芯发出的蓝光一部分从微晶的

1:X(X=0，0.25，0.5 和 1.0)的比例称取 SrCl2·6H2O(A.R)

空隙透出，其余部分经微晶转为宽带发射的黄光，二

作为助熔剂溶解到 A 溶液中。将 A 和 B 2 种溶液混合，

[2]

者叠加得到白光 。然而，这种组合而成的白光 LED

在 80 ℃搅拌 1~3 h，在搅匀过程中体系变为凝胶。转

专利一直被国外企业所垄断，再加上 YAG 荧光粉有

入 550 ℃的马弗炉中，混合物发生鼓泡、冒烟起火迅

易潮解、热稳定性差等缺陷，所以研发其他体系新型

速燃烧，火焰自行维持 1~3 min，保温 30 min，得到

[3−4]

。以碱土硅酸盐为基质

白色疏松多孔的固体生成物。将生成物研磨成粉末，

的新型白光用荧光粉较 YAG 体系，具有化学性质稳

装入氧化铝坩埚中在 670~970 ℃碳还原气氛下热处理

荧光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5]

定、耐老化性能优异、光转化效率高等优点 而受到

1 h，研磨后在去离子水中浸泡 24 h 除去 SrCl2，再于

重视。近年来，人们对以正硅酸锶 Sr2SiO4 为基质的荧

80 ℃烘干即得到粉末样品。

[6]

2+

光粉进行了大量研究。Park 等 把 α-Sr2SiO4:Eu 荧光

1.2

采用法国 FL3−P−TCSPC 时间分辨荧光光谱仪对

粉应用于近紫外芯片的白光 LED，所得的白光 LED
[7]

样品性质的测定

研究了

样品进行荧光分析(发射狭缝宽度为 2.0 nm，激发狭缝

M2SiO4:Eu (M=Ca，Sr，Ba)荧光粉发光颜色与温度之

宽度为 2.0 nm，光子计数器工作电压为 950 V)。X 线

显 色 指 数 和 发 光 效 率 均 偏 低 ； Kim 等
2+

[8]

间的关系。Lee 等 研究了助熔剂用量、烧结温度及
2+

2+

Eu 浓度对 Sr2SiO4:Eu 结构和发光的影响。王细凤
[9]

2+

衍射仪采用采用荷兰帕纳科公司生产的 X′pert PRO
(辐射源为 Cu 靶 Kα 辐射，λ=1.540 60 nm，电流为 55

等 采 用 高 温 固 相 法 合 成 了 Sr2−xBaxSiO4:Eu 荧 光

mA，2.2 kW)。用日本 JSM−6380 LV 扫描电镜观察样

粉，分析了不同热处理温度下荧光粉的形貌以及不同

品的形貌。所有测试都在室温下进行。

Ba 含量对荧光粉发光性能的影响。Park 等
2+

2+

[10]

又研究了

2+

Ba 和 Mg 共掺杂的 Sr2SiO4:Eu 在 450~470 nm 蓝光
激发下的发光性能，与商业 YAG:Ce 相比较，具有发

2 实验结果与讨论

光效率高、色温低等优点。然而，他们都是采用固相
法合成，合成温度在 1 200 ℃以上，合成时间较

2.1

燃烧合成产物的性能

长，反应不彻底且容易生成杂相。由于 SiO2 原料惰性

图 1 所示为燃烧合成产物(原料中添加 0.5 mol

强，高温固相法不易制备纯相硅酸盐荧光粉材料，而

SrCl2·6H2O)的 XRD 谱和 SEM 照片。从 XRD 谱看到

，

低温燃烧法直接得到的产物为非晶态。从 SEM 照片

所以，获得纯相材料是科研工作者追求的目标之一。

可以看出：产物的颗粒粒径小，而且大多为更细微晶

与高温固相法相比，低温燃烧法具有化学计量比准确、

粒的聚集体。燃烧合成反应持续时间短，降温速率大，

回火温度低、回火时间短等优点[12]。以尿素为燃料、

使产物为非晶态，反应放出的大量气体使产物疏松、

金属硝酸盐为氧化剂的燃烧反应火焰绝热温度可达

粒径小。

[11]

基质物相组成又是决定发光效率的一个关键因素

1 780 ℃[13]，足以满足 Sr2SiO4 基质荧光粉的合成。在

图 2(a)和(b)所示分别为燃烧法直接合成产物的激

此，本文作者研究低温燃烧法合成 Sr1.93Ba0.05SiO4:

发光谱和发射光谱。可见：在 393 nm 近紫外光激发下

0.02Eu2+荧光材料及其发光性能。

材料的发射光谱包括 5 个发射峰, 峰值为 578，(591，
597)，612 和 650 nm, 分别对应于 Eu3+的 5D0→7F0，
5

1

实验

D0→7F1 ， 5D0→7F2 和 5D0→7F3 辐射跃迁，其中以

5

D0→7F2 跃迁产生的 612 nm 发射峰最强。这一结果与

文献报道测试的 Sr2SiO4:Eu3+结晶材料的激发与发射
合成方法

光谱基本一致[14−15]。这说明 Eu3+已经进入 Sr2SiO4 的

按照 Sr1.93Ba0.05SiO4:0.02Eu2+ 的化学计量比称量

结构中，低温燃烧的直接产物为非晶态的 Sr2SiO4:Eu3+

Sr(NO3)2(分析纯)、Ba(NO3)2(分析纯)、Eu(NO3)3·6H2O

材料。非晶态的 Sr2SiO4:Eu3+ 材料发光性能尚少有

(纯度 99.99%)以及尿素(分析纯)溶解于适量去离子水

报道。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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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XRD 谱；(b) SEM 照片
图1

低温燃烧直接合成产物的 XRD 谱和 SEM 照片

Fig.1 XRD pattern and SEM photograph of product directly prepared by low temperature combustion synthesis

(a) 激发光谱；(b) 发射光谱
图2

低温燃烧法直接合成的产物的激发光谱和发射光谱

Fig.2 Excitation and emission spectra of product directly prepared by low temperature combustion method

2.2

助熔剂对产物相组成的影响

实验中发现采用其他的常用助熔剂如硼酸和氯化铵未

由于助熔剂本身具有较低的熔点，在高温下熔融

能合成纯相 Sr2SiO4。

后又可以提供一个半流动态的环境，有利于反应物质
点间的扩散及产物的结晶。图 3 所示为经过 870 ℃和

2.3

回火温度对产物性能的影响
图 4 所示为燃烧产物(添加 0.5 mol 的 SrCl2·6H2O)

1 h 回火处理且添加不同物质的量 SrCl2·6H2O 的 XRD

在不同温度下还原处理后的 XRD 谱。从图 4 可见：于

谱。从图 3 可以看出：在 1 mol 的 Sr2SiO4 合成原料中，

670 ℃回火 1 h 得到的产物仍是非晶态的，于 800~

添加 0.5 mol 和 1.0 mol 的 SrCl2·6H2O 时均能生成 α 相

870 ℃回火 1 h 可以得到结晶良好的纯 α 相 Sr2SiO4，于

的 Sr2SiO4 ，其 XRD 谱都与国际标准卡片 JCPDS

970 ℃回火 1 h 得到的是 α 相和 β 相(JCPDS 38-0271)

39-1256 的一致；当添加 0.25 mol 的 SrCl2·6H2O 时，

的混合相。目前报道的 Sr2SiO4 基质荧光粉大多数采

生成的产物除有 Sr2SiO4 相外，还有少量未知杂相；当

用高温固相法合成，合成温度在 1 200 ℃左右，而低

不添加 SrCl2·6H2O 时，生成的产物只含有少量的

温燃烧合成产物在 800 ℃回火 1 h 即能得到纯 α 相

Sr2SiO4 相，而其主要晶相是 SrCO3(JCPDS 05-0418)；

Sr2SiO4。这归因于低温燃烧法可以使多组分体系的

添加 0.25~1.0 mol SrCl2·6H2O 后，SrCl2 助熔剂有效地

均匀度达到分子或原子级 [12] ，非常有利于反应过程

消除了 SrCO3 相，最终得到纯 α 相的 Sr2SiO4。同条件

中质点的扩散及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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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位的，短波发射归因于 Eu2+取代了 Sr2+(Ⅱ) 格位，
长波发射归因于 Eu2+取代了 Sr2+(Ⅰ)格位[16]。当 Eu2+
替代 Sr2+时，也相应地形成 2 种格位环境，所以，480
和 543 nm 的发射分别是处于不同格位上的 Eu2+(Ⅱ)
和 Eu2+(Ⅰ)的 5d→4f 跃迁产生的。分析图 3 得出：
Eu2+(Ⅱ)对短波长的紫外光(约 340 nm)吸收较强，而
Eu2+(Ⅰ)对较长波长的紫外光(约 370 nm)吸收较强，两
者的交叉点在 380 nm 左右。在不同的近紫外光
(380~410 nm)激发时，样品中 Eu2+(Ⅱ)和 Eu2+(Ⅰ) 2 个
发光中心发出的蓝光(480 nm)和黄绿光(543 nm)的强
度都随着激发波长的增大而减小，而且蓝光明显减小。
同时，随着激发光波长的增大，黄绿光波长增大。

图3

SrCl2·6H2O 物质的量对产物结构的影响

Fig.3 XRD patterns of products added with different amounts
of SrCl2·6H2O

λex/nm: 1—380; 2—390; 3—400; 4—410
图5

Sr1.93Ba0.05SiO4:0.02Eu2+样品的激发与发射光谱图
Fig.5 Excitation and emission spectra of

Sr1.93Ba0.05SiO4:0.02Eu2+ phosphor prepared by low
temperature combustion method

3 反应机制
图4

不同回火温度下产物的 XRD 谱

在实验所述的 A 和 B 2 种混合溶液中，正硅酸乙

Fig.4 XRD patterns of products calcined at different

酯(C2H5O)4Si 发生了水解−缩合反应，反应体系中出现

temperatures for 1 h

微小分散的胶体粒子，混合物为溶胶；而发生聚合反
应时，这些胶体粒子通过范德华力、氢键或化学键力

2+

Sr1.93Ba0.05SiO4:0.02Eu 的发光性能

相互联结而形成一种空间开放的骨架结构，混合物变

图 5 所 示 为 经 过 870 ℃ 回 火 处 理 1 h 后

为凝胶 [17] 。此时被水、乙醇溶解的各种硝酸盐、

Sr1.93Ba0.05SiO4:0.02Eu2+样品的激发和发射光谱。从图

CO(NH2)2 及 SrCl2·6H2O 均匀地分布在胶体的骨架结

2.4

2+

5 可见：Sr1.93Ba0.05SiO4:0.02Eu 样品在 380 nm 光的激

构之中。

发下发射光谱由 2 个发射带组成，经过 Origin7.0 软件

将凝胶放入 550 ℃的马弗炉后，酒精首先挥发燃

Gaussian 曲线拟合，峰值分别位于 480 和 543 nm。在

烧，随即引发凝胶中的硝酸盐与 CO(NH2)2 发生剧烈的

Sr2SiO4 中，Sr2+有 Sr2+(Ⅰ)和 Sr2+(Ⅱ) 2 种格位。这 2

氧化还原反应，瞬时放出大量热量和 CO2，H2O 和 N2

2+

2+

种格位的数目相等，Sr (Ⅰ)是十配位的，Sr (Ⅱ)是九

等气体，并伴有明亮的火焰，火焰自行维持 1~3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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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出的大量热量使 SrCl2 瞬间熔融，为后继反应提供

相的 Sr1.93Ba0.05SiO4:0.02Eu2+荧光粉有重要的影响；添

一个半流动态的环境，促进体系中的反应固体产物与

加 SrCl2·6H2O 后，SrCl2 在高温下熔融，促进了杂相

二氧化硅发生反应：(Sr, Ba)O+SiO2→ (Sr, Ba)2SiO4。

SrCO3 的分解。

本文作者认为不添加 SrCl2·6H2O 时，合成中出现的杂
相 SrCO3 只可能生成于燃烧反应过程中。因为硝酸是

(3) 低温燃烧直接产物是非晶材料在 393 nm 近紫
外光的激发下最强发射峰值为 612 nm 的红光。

强酸，碳酸是弱酸，化学反应 Sr(NO3)2+CO2+H2O→

(4) 碳 还 原 气 氛 下 热 处 理 后 晶 相 产 物

SrCO3+H2NO3 不会发生，所以，原料混合过程中，溶

Sr1.93Ba0.05SiO4:0.02Eu2+ 荧 光 粉 用 不 同 的 近 紫 外 光

液和凝胶中不可能产生 SrCO3 沉淀。推断燃烧反应过

(380~410 nm)激发时，样品中 Eu2+(Ⅱ)和 Eu2+(Ⅰ) 2 个

程中产生 SrCO3 是由于在一定温度下有如下反应

发光中心发出的蓝光(480 nm)和黄绿光(543 nm)的强

发生：

度都随着激发光波长的增大而减小，而且蓝光强度减

3Sr(NO3)2+5CO(NH2)2=3SrO+8N2↑+5CO2↑+10H2O
(1)
SrO+H2O=Sr(OH)2
Sr(OH)2+CO2=SrCO3+H2O

(2)

小非常明显。同时，随着激发光波长的增大，黄绿光
波长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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