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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介相碳微球與黏結瀝青製備高密度石墨塊材
Fabrication of High-Density Graphite Blocks Using a Blen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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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石墨塊材是工業與國防上重要的基礎材料，由煤焦油瀝青衍生而來的介相碳微球
（mesocarbon microbeads）具有自黏性與高殘碳率，近年來廣泛被使用作石墨塊材之原材料。
本研究以介相碳微球與一系列不同黏結劑含量之黏結瀝青進行熔融混掺，藉以調整介相碳微
球之化學組成，以期利用調質後的介相碳微球製得高品質之石墨塊材。實驗結果顯示，隨著
加入瀝青之黏結劑含量逐漸增加，調質粉體的黏結組成增加，粉體的微觀形態則由分散良好
的顆粒轉變為團聚的碳微球。進一步將調質粉體以冷均壓方式成形後進行焙燒，結果發現當
加入之黏結瀝青的組成落在特定範圍時（吡啶不溶物含量 10.3wt%，甲苯不溶物含量 63.4wt%）
，
所得調質粉體之燒結特性最好，其坯體經 2,750℃石墨化處理後完整未裂，且所得之石墨塊
性質優良，密度可高達 1.93 g/cm3，而孔隙度僅 9.3%。
關鍵詞：石墨塊材、介相碳微球、黏結瀝青。

Abstract
Graphite blocks have so many important applications in industr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equipment. Mesocarbon microbeads (MCMBs), derived from coal tar pitch, are
intensively used as the raw materials for the manufacture of graphite blocks recently owing to their
self-sinterability and a high amount of carbon residue. In order to acquire high-quality graphite
blocks, commercial MCMBs were used and have been melt mixed with a series of binder pitches
to adjust the MCMBs' chemical composition.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binder content in the binder
pitch, the binder composition of the modified MCMBs obviously increased. As for the morphology,
the presence of the MCMBs was well dispersed microbeads while that of the modified MCMBs
became aggregated microbeads due to the introduction of additional pitches. The modified
MCMBs were subsequently subjected to compaction by cold isostatic pressing method and then to
thermal treatments. It was evidently shown that as long as the added pitch possessed correct
chemical composition (the quinoline insoluble fraction is 10.3 wt% and the toluene insoluble
fraction is 63.4 wt%), the sintering property of the modified MCMBs could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carbonization and then graphitization at 2,750℃, a high-quality graphite block
was obtained. The resultant graphite block was intact without any craze, exhibiting an outstanding
density of 1.93 g/cm3 and a low porosity of 9.3%.
Key words: graphite blocks, mesocarbon microbeads, binder pit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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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石墨塊材是由碳質顆粒經成形與焙燒而成的石墨材料，石墨具有優異的耐熱性、自潤滑性與
可加工性，使得石墨塊材在工業與國防上有許多重要的應用，例如電機用的電刷、放電加工用的
電極、半導體長晶用的坩鍋、飛行器的尾翼等。
石墨塊材的製程，是將碳質原料經模壓（compression molding）
、擠出（extrusion）或冷均壓
（cold isostatic press）成形成生坯，生坯先經 900~1,300℃碳化處理（carbonization）
，再經 2,200
℃以上之石墨化處理（graphitization）
，即可得石墨塊材（Pierson, 1993）
。若採用的成形方式是冷
均壓成形，由於所製得的生坯不具方向性，最終可得各方向性質均一的等方性石墨塊材。
碳化處理的作用是去除原料中的氫、氧等雜原子，經碳化處理後的坯體含有 90 wt%以上的
碳；而石墨化處理是為使材料獲得石墨的結晶形態，以獲得石墨獨特的材料特性，例如僅經碳化
處理的碳塊硬度高，一般刀具無法裁切，經石墨化處理後的石墨塊硬度較低，加工性明顯提升。
碳質原料的選擇有兩種，一種是由焦碳（coke）與黏結瀝青（binder pitch）經混捏而成的配
方料，然而黏結瀝青含有大量的揮發分（volatile compounds）
，此種配方料碳化後的重量損失一般
會達 30~40 wt% （Ragan and Marsh, 1983）
，所以經碳化後的坯體密度較低，常需經過多次含浸瀝
青（impregnation）與再碳化以提升坯體密度。另一種碳質原料為介相瀝青粉（mesophase pitch）
或介相碳微球
（mesocarbon microbeads;簡稱 MCMBs）
，MCMBs 是經過輕度碳化的焦碳
（semi-coke）
（Honda, 1988）
，除了主成分為分子量較高的 α 樹脂之外，還保留有部分分子量較低的 β 樹脂，β
樹脂在碳化過程中可熔融並發揮黏結劑的作用，因此使用 MCMBs 製作的坯體在碳化過程中具有
自黏性（self-sinterability）
，不需添加黏結瀝青即可燒結（Hoffmann and Hüttinger, 1993; Norfolk et
al., 2004）
，且碳化後之坯體密度高，可達 1.7 g/cm3 以上，除了適合用以製作高密度石墨塊材
（Fujiura
et al., 1995; Gao et al., 2003; Llorca-Porcel et al., 2008）
，還可省去耗能且費時的含浸與多次碳化。
由於使用 MCMBs 來製作石墨塊材有利於生產出高品級的產品，其製作工藝與產品特性近年來廣
泛地被研究。
使用 MCMBs 製作石墨塊材的燒結機構，可以圖 1 來解說，MCMBs 的球體中間大多為分子
量較高的 α 樹脂，在碳化處理的升溫過程中並不軟化或融化，僅發生熱裂解；而存在於外圍的 β
樹脂在升溫過程中先發生融
化，發揮黏結劑的作用使坯體
中的組成顆粒產生黏結，再繼
續升溫後才發生結焦而固化
（Nagayama et al., 1993）
。由
此可知，MCMBs 中的黏結組
分能否達到所需的黏結效
果，使 MCMBs 顆粒之間產生
足夠的黏結力，將影響石墨塊
材的焙燒結果，已有不少研究
證實 MCMBs 所含有的黏結

圖 1、使用 MCMBs 製作塊材之燒結機制。

組分是能否製出高品質塊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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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鍵（Fang et al., 2012; Martínez-Escandell et al., 2002）
，中碳公司具有生產 MCMBs 與黏結瀝青
的能力，本研究將利用自行製造之 MCMBs 混合黏結瀝青，調配出具有合適之黏結劑組成的
MCMBs，該調質粉體形成之坯體可順利通過焙燒製程，並獲得高品質之石墨塊材。

二、實

驗

（一）調質型 MCMBs 製作與特性
使用之原材料為中碳公司生產之 MCMBs（簡稱 C-MCMB）與 5 種不同組成之黏
結瀝青（BP-1~BP-5）
，先以溶解度測試方法 ASTM D2318 與 JIS K2425 分別定量原材
料中所含之喹啉不溶物（quinoline insoluble;簡稱 QI）與甲苯不溶物（toluene insoluble;
簡稱 TI）
。α 樹脂指分子量 1,800 以上之成分，其含量為 QI；β 樹脂指分子量 1,000~1,800
之成分，其含量為 TI-QI；γ 樹脂指分子量小於 1,000 之成分，其含量為 1-TI。原材料
經溶解度測試可解析出原材料大約之分子量分布，結果如表 1 所示。
表 1、原材料以溶解度測試法定量之組成。
原 材 料
C-MCMB

α 樹脂（wt%）

β 樹脂（wt%）

γ 樹脂（wt%）

93.1

0.8

6.1

BP-1

1.6

34.0

64.4

BP-2

4.5

40.4

55.1

BP-3

7.4

46.8

45.8

BP-4

10.3

53.2

36.5

BP-5

13.2

59.6

27.2

將 C-MCMB 與黏結瀝青以 100:12 之重量比混合後，置於具有攪拌功能之反應釜
中（Series 4571, PARR Instrument Co.）
，於 200~250℃下熔融攪拌 1 小時，冷卻後取出
調質粉體，C-MCMB 與 BP-1 混合而成的調質粉體稱為 mMCMB-1，以此類推，共得 5
種調質型 MCMBs。
利用熱重分析儀（thermogravimetric analyzer；簡稱 TGA；Pyris Diamond，Perkin
Elmer）分析 C-MCMB 與調質型 MCMBs 之熱性質，利用掃描式電子顯微鏡（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簡稱 SEM；JSM6300，JEOL Ltd.）觀察 C-MCMB 與調質型 MCMBs
之微觀型態。
（二）石墨塊材製作
將 C-MCMB 與調質型 MCMBs 充填於橡膠模具中，將橡膠模具置於冷均壓機中進
行冷均壓，冷均壓之壓力為 140 MPa，所得之生坯尺寸為 Φ50 mm × H100 mm，生坯密
度約為 1.3~1.4 g/cm3，將生坯置於電阻式的氣氛爐中加熱至 1,000℃進行碳化處理，全
程於氮氣氣氛中進行加熱且加熱速度不高於 20℃/小時。經過碳化處理後完整未破裂之
樣品於石墨化爐（series-4, Centorr/Vacuum Industries, Inc.）中進行石墨化處理，石墨化
處理之最高溫度為 2,750℃。
( 48 )

許仁勇等：以介相碳微球與黏結瀝青製備高密度石墨塊材

三、結果與討論
（一）調質型 MCMBs 製作與特性
經調質後的粉體以溶解度測試法定量其分子量分布，結果如表 2 所示。表 2 顯示
當混摻的黏結瀝青其 β 樹脂含量越高時，所得調質型 MCMBs 的 β 樹脂含量也越高。
然而，並非所加入的黏結瀝
青其 β 樹脂成分都完全保
留於調質型 MCMBs 中，圖
2 表示 MCMBs 與黏結瀝青
之混合粉體，在熔融混掺前
後 β 樹脂含量之變化，由圖
2 可知在熔融混摻之後有大
約 4 wt%的 β 樹脂會被消耗
掉，這可能是在熔融混合過
程中，部分 β 樹脂進一步聚
合成分子量較高的 α 樹
脂。因此，要藉由混摻黏結
瀝青以提升 MCMBs 之 β 樹

圖 2、調質型 MCMBs 在融熔混摻前後之 β 樹脂含量。

脂含量，須選用 β 樹脂含量
夠高之黏結瀝青。
表 2、調質粉體以溶解度測試法定量之組成。
原 材 料

α 樹脂（wt%）

β 樹脂（wt%）

γ 樹脂（wt%）

mMCMB-1

95.5

0.4

4.1

mMCMB-2

94.9

0.3

4.8

mMCMB-3

93.1

0.7

6.2

mMCMB-4

95.0

1.9

3.1

mMCMB-5

94.7

2.6

2.7

圖 3 為 C-MCMB 與調質型 MCMBs 粉體之 SEM 微觀影像，C-MCMB 為顆粒均勻
分散的微球體，粒徑約為 20~25μm，然而，與黏結瀝青混摻後之調質型 MCMBs 皆形
成團聚的碳微球，顯示黏結瀝青確可發揮黏結碳微球的功用。黏結瀝青中的 β 樹脂與 γ
樹脂屬於可熔成分，亦即在熔融混摻過程中會融化且具有流動性之組成，BP-1 具有最
高的可熔成分，逐漸遞減至 BP-5。當添加黏結瀝青之可熔成分越高時，所得調質型
MCMBs 粉體之團聚情形越嚴重（如 mMCMB-1）
，而 mMCMB-4 與 mMCMB-5 則形成
輕微團聚的碳微球，顯示黏結瀝青中的可熔成分會影響調質型 MCMBs 粉體之微
觀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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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圖 3、(a)C-MCMB；(b)mMCMB-1；(c)mMCMB-2；(d)mMCMB-3；(e)mMCMB-4；(f)mMCMB-5
之 SEM 影像。
除了黏結組分的含量會影響坯體之燒結行為，粉體的熱裂解行為也會影響焙燒結
果。組成顆粒在升溫過程中發生熱裂解而產出氣體，氣體須可順利逸散出坯體才不會
於坯體內累積壓力，可想而知，若氣體在坯體內造成過大的應力將導致坯體的破裂，
所以組成顆粒的熱裂解行為與產氣量將影響坯體在碳化過程中容不容易開裂，因此進
一步以 TGA 探討 C-MCMB 與調質型 MCMBs 粉體之熱解行為。
碳質材料在不同溫度區間的熱裂解行為有相當大的差異（Lewis, 1982）
，當溫度低
於 400℃時，碳質材料的重量損失較少，此時的重量損失主要由材料中揮發分的逸散所
貢獻；當溫度高於 400℃時，碳質材料的重量損失開始明顯增加，此時的重量損失主要
由材料的熱分解（hydrocarbon decomposition）或脫除雜原子（heteroatom removal）等
熱裂解行為所主導。
圖 4a 為 C-MCMB 與調質型 MCMBs 粉體在氮氣氣氛下的熱裂解曲線，依據熱裂
解曲線定量出各調質粉體在 200~400℃與 400~900℃區間的重量損失（見圖 4b）
。隨著
加入之黏結瀝青中分子量較低的可熔成分逐漸下降，mMCMB-1 至 mMCMB-5 在
200~400℃的重量損失亦逐漸下降，顯示隨著黏結瀝青中可熔成分的減少，存在於調質
粉體中的揮發分減少，因此在較低溫區段的重量損失減少。
由圖 4b 中 400~900℃區間的重量損失結果，可看出在高溫區段的重量損失趨勢與
低溫區段有明顯的差異，由 mMCMB-1 至 mMCMB-4 其重量損失逐漸下降，但至
mMCMB-5 其重量損失又明顯上升，此現象可能與 mMCMB-5 的 β 樹脂含量較高有關。
雖然 400℃以上的重量損失理論上和所有的組成（α、β、γ 樹脂）都有相關，但 β 樹脂
的高溫穩定性較 γ 樹脂佳，且又較 α 樹脂易受熱分解，所以 β 樹脂相較於其他組成，
在高溫區段的裂解對整體重量損失的貢獻應該較大，mMCMB-5 的 β 樹脂含量明顯高
於其他調質粉體，因此過高的 β 樹脂含量導致高溫區段的重量損失增加，以塊材的碳
化製程而言，重量損失增加顯示其產生氣體的量增加，容易在坯體內部蓄積壓力，不
利於坯體燒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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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4、調質型MCMBs之(a)熱重分析曲線與(b)不同溫度區間(200~400℃與400~900℃)之重量損失。
（二）調質型 MCMBs 燒結特性探討
將 C-MCMB 與調質型 MCMBs 粉體製作成生坯後進行碳化處理，結果如圖 5 所
示，其中 C-MCMB 所製坯體在碳化處理後嚴重開破裂，顯示未經調質處理的粉體燒結
特性差，無法直接用以製作塊材；mMCMB-1、mMCMB-2 所製坯體在碳化處理後亦嚴
重開破裂，mMCMB-3、mMCMB-5 所製坯體在碳化處理後僅表面產生輕微裂紋，而
mMCMB-4 之 坯 體 在 碳 化 處 理 後 生 成 完 整 之 碳 塊 ， 沒 有 任 何 破 裂 或 裂 紋 ， 顯 示
mMCMB-4 粉體之燒結特性最佳。

(a)

(b)

(c)

(d)
(e)
(f)
圖 5、(a)C-MCMB；(b)mMCMB-1；(c)mMCMB-2；(d)mMCMB-3；(e)mMCMB-4；(f)mMCMB-5
所製坯體經碳化處理後之坯體影像，圖中空心箭頭指示因嚴重破裂產生的深層裂紋，而實
心箭頭指示因輕微破裂產生的表層裂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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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調質型 MCMBs 粉體之
β 樹脂含量、加熱至 900℃的重
量損失、坯體的碳化結果同繪
於圖 6 中，不難看出 mMCMB-4
為何有最佳的燒結特性。
C-MCMB 因 β 樹脂含量不足，
粉體間無法產生足夠的黏結，
因 此 燒 結 特 性 不 佳 ；
mMCMB-1 與 mMCMB-2 的 β
樹脂含量尚未能有效提升，因
此燒結特性和 C-MCMB 一樣

圖 6、調質型 MCMBs 之 β 樹脂含量、加熱至 900℃
之重量損失，與其坯體經碳化處理後之結果。

不良，其坯體在碳化後開裂；
mMCMB-3 的 β 樹脂含量開始些微增加，燒結特性獲得些許改善，其坯體在碳化後的
破裂情形輕微許多，僅存在些許表層的細裂紋；mMCMB-4 的 β 樹脂繼續增加，燒結
特性進一步改善，其坯體在碳化後已無破裂情形；mMCMB-5 的 β 樹脂過度增加，雖
然粉體之間的黏結情形得以改善，但其在碳化過程中的產氣量增加（加熱至 900℃的重
量損失增加）
，碳化過程中坯體內部須承受較大的氣體壓力，導致坯體在碳化處理後產
生許多細裂紋，其燒結特性反而不如 mMCMB-4。
（三）調質型 MCMBs 所製石墨塊材之性能
將 mMCMB-4 所製得之碳塊進行石墨化，結果坯體經石墨化後依然完整無裂紋，
可以之製得完整之石墨塊材。進一步量測所得石墨塊之物理性質，所用量測方法或標
準與量測結果詳列於表 3，由表可知所製得之石墨塊材密度可高達 1.93 g/cm3，而孔隙
度僅 9.3%，屬於高密度品級的石墨塊材；同時量測 3 個方向的熱膨脹係數，結果各方
向的熱膨脹係數相差皆在 10 % 以內，顯示所得石墨塊材各方向性質均一，塊材之等方
向性佳。圖 7 為 mMCMB-4 所製得之石墨塊的 SEM 微觀影像，可見其孔隙少、孔徑小
且質地緻密，顯示其確為高密度、低孔隙的高品級石墨塊材。
表 3、以 mMCMB-4 製得石墨塊材之物理性質。
性

質

密度（g/cm3）
蕭氏硬度
電阻係數（μΩ．m）
抗折強度（MPa）
抗壓強度（MPa）
熱傳導係數（W/m．K）
Z 方向
熱膨脹係數
X 方向
（×10-6 /K）
Y 方向
孔隙度 （%）

量測規範或方法
ASTM C559
ASTM C886
ASTM C611
ASTM C651
ASTM C695
ASTM C714
ASTM E228
壓汞法

量測結果
1.93
85
10.8
44
120
40
7.2
6.8
6.8
9.3

( 52 )

圖 7、以 mMCMB-4 製得石墨塊材之
SEM 影像。

許仁勇等：以介相碳微球與黏結瀝青製備高密度石墨塊材

四、結

論

MCMBs 可用以製作石墨塊材，但其燒結特性受本身化學組成的影響甚鉅，β 樹脂含量不足
之 MCMBs 無法提供粉體間足夠的黏結力，難以焙燒出外觀與性能完整之石墨塊材。本研究使用
一種 β 樹脂含量僅 0.8 wt%的 MCMBs，藉由混摻黏結瀝青對 MCMBs 進行調質，並成功製作出高
密度、低孔隙的高品級石墨塊材。同時發現所混摻之黏結瀝青應具有一最適的化學組成，具備該
組成之瀝青除可提供足量之黏結成分外，還須避免在碳化過程中生成過多的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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