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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質碳酸鈣製造、應用與現況
Manufacture, Application and Status of Light Calcium Carbonate

柳 萬 霞1  ■  張 名 惠2  ■  陳 瑞 燕3  ■  徐 恆 文4

  W.H. Liu, M.H. Chang, J.Y. Cheng, H.W. Hsu

碳酸鈣是一種用途廣泛的無

機材料，可應用在造紙、橡膠、

塑膠、塗料、建材、醫藥、封裝

材料等行業，依製備方法可以分

類為重質碳酸鈣、輕質碳酸鈣及

奈米碳酸鈣三種。其中，重質碳

酸鈣是將天然石灰石、方解石、

白堊等石材經機械研磨得到，粒

徑較粗約 1~5mm；輕質碳酸鈣

與奈米碳酸鈣則是經由化學反應

沉澱得到，粒徑約 0.5-5mm。在

晶體形狀方面，重質碳酸鈣為不

規則狀，輕質碳酸鈣則以紡錘狀

為主。輕質碳酸鈣之使用範圍較

重質碳酸鈣廣泛，除作為體積填

料外，粒徑較小之微細碳酸鈣更

可以作為功能性填料，可增加產

品理化性能。製造輕質碳酸鈣方

法可分為碳化法、氯化鈣法、苛

性鹼、聯鈣及蘇爾維法，但業界

最常使用方法為碳化法。在使用

碳化反應的製造方法中，依不同

碳化反應器形式可分為超重力碳

化法、噴霧碳化法、鼓泡碳化法

及噴射吸收碳化法。

工研院為增加鈣迴路捕獲

CO2技術之衍生收益，正進行將

產出之碳酸鈣與氧化鈣混合廢

料，再製成輕質碳酸鈣製程之開

發，以期加值化應用於相關產

業。本文將介紹製造輕質碳酸鈣

的方法及不同晶形之輕質碳酸鈣

在各行業的用途與國內外現況。

關鍵字： 輕質碳酸鈣、氫氧化

鈣、二氧化碳

Calcium Carbonate, a versatile inorganic material is commonly 

applied in papermaking, rubber, plastic, paints, coating, ink, 

building material, pharmaceutical, packaging, etc. According to 

the various manufacturing methods, it can be classified as heavy 

calcium carbonate, light calcium carbonate, and nano calcium 

carbonate. Heavy calcium carbonate having particle size 1-5µm is 

produced by mechanical grinding of limestone, calcite, and chalk. 

Light calcium carbonate having particle size 0.5-5µm is produced 

from chemical precipitation. The morphology of the heavy calcium 

carbonate is mostly irregular-shaped, but light calcium carbonate is 

mostly spindle shaped. Light calcium carbonate has more extensive 

applications than heavy calcium carbonate as it not only used 

as volumetric filling material, it also used as a functional filling 

material to increase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duct. The five common processes of producing calcium 

carbonate are as follows: carbonation reaction from calcium oxide, 

carbonation reaction from calcium chloride, bi-product of producing 

sodium hydroxide or sodium carbonate, reaction from the waste 

powder of calcium oxide and hydrogen chloride. In the industry, the 

carbonation reaction from calcium oxide is the main manufacturing 

reaction. For carbonation reaction,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can 

be classified based on the reactor types: the high-gravity reactor, the 

continuous spray crystallization, the bubbling tank, and Venturi tube 

absorption.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ITRI) aimed to 

develop light calcium carbonate manufacturing process from both 

CaO and CaCO3 mixture waste of CO2 capture pilot plant and gain 

added value when applied in related industries. ITRI should enhance 

financial benefit from developing calcium carbonate capture CO2 

technology.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of light 

calcium carbonate, the various application of particles with different 

morphology, and the status of light calcium carb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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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碳酸鈣是地表常見礦物，分子式CaCO3。碳酸鈣俗稱大理石、石灰石、方解石是一種

化合物。在水中的溶度積為 8.7×10-9M2、在 20℃水中溶解度每 100毫升水中的溶解克數

6.170×10-4，水溶液的 pH值為 9.5∼ 10.2。白色固體狀，無味、無臭，有無定型和結晶型兩

種。結晶型又可分為斜方晶系和六方晶系，呈柱狀或菱形。溶點 825℃分解，相對密度 (水 ) 

2.7-2.95，遇高溫 (>850℃ )會分解成氧化鈣 (CaO)產生CO2，碰到稀酸（如鹽酸，HCl）時也

會產生CO2及氯化鈣 (CaCl2)，在溶有二氧化碳水中溶解為碳酸氫鈣 (Ca(HCO3)2)，加熱後成為

CaCO3 釋放CO2
[1,2,3,4]。參考 102年礦務局年報，台灣大理石及石灰石原料石 2010-2013年生產

量分別是 93,708,565公噸及 6,3678公噸。台灣東部石灰石礦存量多，從永樂地區直到花蓮和平

地區，是全台石灰石含量最純的區域，顏色較白的稱為白雲石，其成分主要有氧化鎂 18%，氧

化鈣 33%，而石灰石氧化鎂 1%，氧化鈣 54%[5,6]。

輕質碳酸鈣又稱沉澱碳酸鈣 (Precipitated Calcium Carbonate, PCC)，係將石灰石等原料煅

燒生成CaO（氧化鈣，石灰）和二氧化碳，加水後進行消化 (slaking)生成石灰乳 (Ca(OH)2)，再

通入二氧化碳氣體，生成碳酸鈣沈澱，經過脫水、乾燥及粉碎而製得。輕質碳酸鈣的沉降體積

（2.4-2.8mL/g）比重質碳酸鈣的沉降體積（1.1-1.4mL/g）大，所以稱之為輕質碳酸鈣。輕質碳

酸鈣顆粒微細表面較粗糙及比表面積大，因此吸油值較高，為 60-90mL/100g左右。在晶貌方

面，有紡錘形、立方形、纖維狀、球形、鎖鏈形、花瓣狀、片狀、蘑菇雲狀、針狀、球形及四

角柱形碳酸鈣，這些不同晶形的碳酸鈣可由控制反應條件製得。輕質碳酸鈣平均粒徑區分為

微粒碳酸鈣 (5mm)、微粉碳酸鈣 (1∼ 5mm)、微細碳酸鈣 (0.1∼ 1mm)、超細碳酸鈣 (0.02∼

0.1mm)、超微細碳酸鈣 (0.02mm)。隨著不同用途，各領域對於碳酸鈣性質包括晶型、粒徑、晶

相與比表面積等也有不同需求 [7,8]，茲將之介紹於下節。

二、輕質碳酸鈣不同晶形用途

輕質碳酸鈣主要用於塑膠、橡膠、造紙、塗料、油墨、工業化妝品、藥品及牙膏等。依產

品粒徑大小分為二類，長徑 2mm，短徑 0.2-0.3mm呈紡錘狀或棒狀稱為輕質碳酸鈣，而粒徑小

於 1nm-10nm呈立方體稱奈米碳酸鈣 [9]，掃描電子顯微鏡 (SEM)下晶貌如圖 1所示 [10,11]。各種

晶貌之輕質碳酸鈣在行業別的應用，整理如表 1 [10,12,13]所示。由表 1中可看出，碳酸鈣主要作

為填充材料，使用各種晶體形狀之碳酸鈣可以提升產品不同的性質，如光學性能、機械強度、

白度等，因此於生產過程中控制碳酸鈣之形狀與粒徑非常重要，因應不同碳酸鈣反應物與產物

圖 1　SEM下輕質碳酸鈣的晶貌 (a)立方體 (b)棱柱體 [10](c)球形 (d)針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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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發展出不同製備方法與反應器型式，茲將之介紹於下節。

表 1　不同晶形輕質碳酸鈣在各行業用途

晶形 行業別 用途

玫瑰花瓣形

造紙

結合到紙基體中，增加白度、亮度、不透明度、蓬

鬆厚度及油墨吸收性等。對捲煙紙尤其提昇其燃燒

性與透氣性。

橡膠、塑料、塗料等工業

應用於塗料孔隙率大及吸油親水性高，保水性佳。

對天然橡膠提高綜合物理機械性能，相容性佳，混

煉過程中分散均勻與穩定。

紡錘形
造紙

應用於紙類增加鬆厚性、不透明度、抗磨性及平滑

度。

橡膠、塑料 填充劑。

六角形狀離散晶體 複印紙 控制孔隙度，空氣通過紙片速率。

棱柱形 造紙
紙張表現出理想光學和物理性能的平衡，包括不透

明度，強度和體積。

針狀

雜誌紙
顆粒在紙塗布過程中變得對齊，並且使紙張具光澤

度和良好之纖維覆蓋率。

橡膠、塑料
塑料的填料能極大的提高塑料的抗衝擊，抗彎曲強

度。用於橡膠其補強作用更為顯著。

鏈狀超細 橡膠、塑料、紙張及塗料

用於橡膠、塑料、紙張及塗料具有更好的分散性。

天然橡膠斷裂點具有活性，能夠與基體更好的結

合。合成橡膠有優良的補強作用，作為增強填料可

部分取代炭黑或白炭黑，大大降低生產成本。鏈狀

超細碳酸鈣作塗料、造紙、塑料工業的添加劑，表

現出優異的性能。

球形 橡膠、造紙、油墨、塑料

不易聚集、分散良好、較大比表面積、分散佳及較

小比重。提高塗佈、填充性能改善產品物理性能的

光澤度、白度、流動性和印刷性。

片狀 造紙、塗料

有優良的吸墨能力、白度、印刷性和平滑性。在混

合物中具有光滑度高、光澤度高及電阻率高和具彈

性係數等優點。

三、輕質碳酸鈣製備方法及工業生產方法

製造輕質碳酸鈣方法可分為碳酸化法、氯化鈣法、苛性鹼、聯鈣及蘇爾維法 [14,15]，茲將之

介紹如下：



－106－ 一○六年九月

( 一 )碳化法

將石灰石等原料在高溫 >850℃煅燒，生成石灰 (CaO)和二氧化碳。石灰加水消化生成石灰

乳 (Ca(OH)2)，再通入二氧化碳與石灰乳進行碳化生成碳酸鈣沉澱，最後碳酸鈣沉澱物經過脫

水、乾燥和粉碎便製得輕質碳酸鈣。

( 二 )氯化鈣法

在純鹼 (Na2CO3)水溶液中加入氯化鈣，即可生成碳酸鈣沉澱。

( 三 )苛化鹼法

在生產燒鹼 (NaOH)過程中，可得到副產品輕質碳酸鈣。在純鹼水溶液中加入石灰乳

(Ca(OH)2)即可生成碳酸鈣沈澱物，並同時得到燒鹼水溶液。

( 四 )聯鈣法

用鹽酸處理石灰乳 (Ca(OH)2)得到氯化鈣溶液，氯化鈣溶液在吸入氨氣 (NH3)後用二氧化碳

進行碳化得到碳酸鈣沉澱。

( 五 )蘇爾維 (Solvay)法

在生產純鹼過程中，可得到副產品輕質碳酸鈣。飽和食鹽水在吸入氨氣後用二氧化碳進行

碳化，便得到重鹼 (NaHCO3)沉澱和氯化銨 (NH4Cl)溶液。在氯化銨 (NH4Cl)溶液中加入石灰乳

便得到含氯化鈣之氨水溶液，然後用二氧化碳對其進行碳化便得到碳酸鈣沉澱。

工業上最常採用上述的碳化法製造碳酸鈣。碳化反應過程，依據二氧化碳與氫氧化鈣懸浮

液接觸方式的不同，分別有超重力碳化法、噴霧碳化法、鼓泡碳化法及噴射吸收碳化法。以下

概述各種方法：

1、超重力碳化法

超重力技術的概念及研究，開

始於 20世紀 70年代末，係利用高

速旋轉產生 100倍以上的重力場，

以提升反應器內的質傳、熱傳及

混合效率 [16,17]。超重力系統，又稱

Higee，分為旋轉填充床反應器或旋

轉盤反應器，其中超重力旋轉填充

床 (high-gravity rotating packd-bed)

是以靜止的外殼及旋轉填充床組成
[18]，而旋轉盤反應器則是含靜止的

外殼與一旋轉盤組成，常見之液 -

液相沉澱反應之旋轉盤裝置圖如圖

2所示 [19]。

以超重力碳化法製造輕質奈米

碳酸鈣，是在高速旋轉的填料筒

中將Ca(OH)2溶液剪切成微細的液

滴、液絲和液膜，大大增加與二氧 圖 2　超重力裝置示意圖 [19]



－107－鑛冶 61/3

化碳接觸面，使碳酸鈣微粒一旦形成就會迅速

脫離氫氧化鈣溶液。其優點為平均粒徑小約 15-

30nm、粒度分佈窄、無需晶形控制劑及反應

時間短等 [20]，其製備出之碳酸鈣微粒如圖 3所

示 [18]。

中國北京化工大學，在旋轉床超重力場條

件下，將可溶性鈣鹽和氯水混合液與CO2原料

氣反應，連續生產紡錘形碳酸鈣粉體，其粒度

分布均勻，不團聚不需要分散及表面處理，可

同時應用於造紙及相關行業 [21]。另超重力產製

輕質碳酸鈣則有許多的專利申請，例如美國專

利 (US2004/0234443A1)[22]以超重力法產製粒徑 10nm-2.5mm的針狀、紡錘狀、球狀、纖維狀及

玫瑰狀輕質碳酸鈣。中國專利 (CN105417564A)[23]在超重力條件下無需晶形控制劑，將氯化鈣

以氨水調配 pH值與CO2反應連續製造具有較窄粒度分布，形貌均一且分散良好花瓣片狀碳酸

鈣晶體，粒徑範圍 330-640nm。中國專利 (CN1442363A)[24]利用超重力反應器，在晶鬚控制劑

存在下，將Ca(OH)2和CO2反應，產製微細晶鬚碳酸鈣，平均直徑更細，同時具有更窄的平均

直徑與長徑比分佈。中國專利 (專利號 95105343.4)[25]碳化方法採用床層多孔填料層的超重力場

條件，克服常重力場下缺點，產製平均粒徑 10-100nm碳酸鈣。在產能方面，中國北京化工大

學和廣東廣平化工有限公司、蒙西高新技術材料公司進行 3,000噸 /年的生產 [26]。

綜合以上所述，超重力技術的優點在於粒徑分佈均勻，不同批次產品的重現性好，且碳化

反應時間為傳統方法的 1/4-1/10；然而，其不足點包括生產效率低、引用窯氣CO2吸收率低、

操作複雜及使用後需頻繁酸洗及清洗耗能大 [12.26]。

2、噴霧碳化法

連續噴霧碳化法是日本白石工業公司在 20世紀 70年代末期研發，噴霧塔做為碳酸化反應

器時，將Ca(OH)2懸浮液調到一定濃度、粒度和溫度，一般要加入一定量的分散劑，然後控制

適當的噴入霧滴，從碳化塔的頂部以一定空塔速度和上升的CO2逆向接觸進行碳化反應，借

助離心力作用，使氣液相的質傳面積得以加大。噴霧碳化反應系統之示意圖如圖 4所示。目前

工業化大量生產碳酸鈣時多採用數個碳化塔，生產效率高，碳化時間短，產品晶型、粒度容易

控制，可得到優質穩定的超細碳酸鈣 [12,27]。但噴霧法的缺點是比較耗能、而且噴嘴容易發生堵

塞、生產成本較高、控制不好易形成不完全碳化的包裹體粉體 [28]。

專利部分包括有中國專利 (CN102461897B)[29]將氫氧化鈣活性懸浮液，以連續多段噴霧碳

化法製成奈米碳酸鈣，再將奈米碳酸鈣與葡萄糖胺、酪蛋白磷酸肽混合，調配製得複合奈米碳

酸鈣。美國專利 ( US3992314)[30]以噴霧法連續製造粒徑 0.01-0.1mm具有高有效表面積與低團聚

度的碳酸鈣。歐洲專利 (EP 2796412 A1)[31]將碳酸氫鈉 (NaHCO3)與氯化鈣 (CaCl2)以噴霧法製

造奈米級碳酸鈣。日本白石工業株式會社以 Al2(SO4)3或 ZnSO4為晶型導向劑，採用兩段噴霧碳

化法製得平均粒徑為 5-20nm 的立方體形奈米碳酸鈣。中國湖南大乘資氮有限公司與河北科技

大學合作，應用連續噴霧式碳化法建立了每年 5,000噸超細活性碳酸鈣裝置，生產鈣超細填料

圖 3　 超重力裝置製備之碳酸鈣微粒之電子
顯微鏡照片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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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7,32]。

3、鼓泡碳化法

鼓泡碳化法一般分為兩種，間歇鼓泡式碳化法及多級鼓泡式碳化法。間歇鼓泡式也稱釜式

碳化法，利用塔內有效液面高度形成的靜壓，使壓縮後的CO2氣體由塔的底端經過氣體分佈

器進入碳化塔內與懸浮液充分混合。由於氣液密度的差異，使氣泡由塔底上升至塔頂排出，

CO2在上升過程中與懸浮液接觸、溶解並完成碳化吸收反應，示意圖如圖 5所示。此方法藉由

反應溫度、濃度、添加劑種類及攪拌速度來控制產品品質。間歇鼓泡法優點為設備簡單投資

少，仍具有產業的優勢。但缺點是生產不連續、自動化程度低、晶形比較不均勻、不同批次再

現性差及碳化時間長等 [12,33,34,35]。多級鼓泡碳化法為氣液逆流操作，一般採用二級或三級串聯

碳化，精製石灰乳經過第一級碳化塔，進行部分碳化或得到反應混合液，在漿液槽中加入適當

的添加劑後進入第二級碳化塔碳化製得最終產品。多

級鼓泡法的優點為可以將晶體成核反應和表面反應分

開進行，得到粒徑較小、粒徑分佈均勻及較好的晶體

形狀 [12,36]，美國 Specialty Minerals (SMI)公司、歐洲

Solvay公司及台灣塑膠股份有限公司多使用此方法來

製造碳酸鈣。

在專利部分，世界專利 (WO2014147010 A2)[37]以

鼓泡方式製造乾式碳酸鈣或沉澱碳酸鈣顆粒漿料，

形成細長實體，特別是由至少兩個互連的初級粒子

構成 50-200nm奈米纖維或奈米鏈狀團聚體，斜方體

(scaleonhedron)顆粒平均長 250-500nm，此漿液具有

高濃度碳酸鈣可以現場使用或製造後直接加入。中國

專利 (CN102372300A)[38]以鼓泡碳化法製造針狀碳酸

鈣，另外中國專利 (CN1631791A)[39]則是以夾套鼓泡 圖 5　鼓泡碳化法示意圖

圖 4　噴霧碳化反應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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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同時進行碳化與改性，製造適用於矽酮密封膠的

碳酸鈣。台灣專利 (I421212)[40]以鼓泡碳化法製造微

粒子凝集狀的輕質碳酸鈣，用於印刷用紙的填料。

4、噴射吸收碳化法

噴射吸收碳化法是將石灰乳漿液由漿液泵打入

噴射碳化器中，而經過降溫除塵後的CO2氣體（可

能來自窯氣）經風機也送入噴射碳化器中，在碳化

器漸縮的喉管處，CO2氣體與石灰乳分散及剪切，因

此具有很大接觸面積的混合。其優點為設備簡單維

修容易及投資少，但產品粒徑不夠細、碳化效率低

是其缺點 [36]。中國專利 (CN202953832 U)[41]以文式

管當作碳化反應器，高壓泵浦將漿液送進文式管中

高壓噴射霧化成小液滴，同時將氣體入口形成真空

區，吸引氣體進入與液滴進行碳化反應。專利中所述及的文式管反應器如圖 6所示。

四、國內外現況

輕質碳酸鈣，無論在研發製造及生產都以日本為首，而中國產量最多，台灣則是自給自

足，若有外銷則以東南亞為主。其中台塑為具代表性廠家，其電石部門生產重質碳酸鈣、輕質

碳酸鈣、奈米碳酸鈣及奈米鈣劑等提供塑膠、造紙、塗料及填縫膠等行業 [42]。台灣生產碳酸鈣

包括輕質碳酸鈣、重質碳酸鈣及石灰乳等廠商整理如表 2所示。除了生產之外，工業廢料再生

碳酸鈣亦是一產業加值的方法，例如：工研院位於台灣水泥和平廠之鈣迴路捕獲CO2先導試驗

廠，以碳酸鈣捕獲CO2，實驗過程中也會產生碳酸鈣和氧化鈣混合廢料，目前亦進行將廢料進

一步產製輕質碳酸鈣的加值化研究 [43]。

表 2　國內碳酸鈣生產廠家

輕鈣 活性鈣 /膠鈣 重鈣 CaO及 (或 )Ca(OH)2

竹新化學

允成化學

梅林白石化工

台塑電石

立祥工業

煜盛公司

彥泰企業

竹新化學

台茂奈米生化公司

允成化學

梅林白石化工

彥泰企業

煜盛公司

竹新化學

允成化學

立祥工業

台茂奈米生化

梅林白石化工

來冠工業

和興石灰

竹新化學

允成化學

梅林白石化工

本文查詢 :資料來源：Google

中國則是全球最大碳酸鈣製造者，而近年中國各行業產業快速成長，也帶動碳酸鈣產業

發展。2013年達到碳酸鈣產量 2,300萬噸：其中輕質碳酸鈣產量是 1,050萬噸，重質碳酸鈣是

1,250萬噸；而近五年年平均成長率約 13%。中國主要約有 400家中小型企業，依產量年產 30

圖 6　文式管反應器示意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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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噸製造業者佔 5%以下，年產量超過 10萬噸佔 60%以下，其餘 300家業者年產量為 1萬至 1

萬五千噸。以不同細度輕質碳酸鈣的供應量看，微細及微粒約佔 70%，活性碳酸鈣佔 12%，超

微細及奈米碳酸鈣佔 18%。據使用業別消耗量統計，機械製紙及紙板在碳酸鈣使用上佔 31%，

塗佈工業佔 14%，橡膠工業佔 5%[44]。

全球 2016年輕質碳酸鈣市場仍呈現成長：總體消費而言，亞洲消費成長，北美市場擴大但

歐洲市場衰退。由於紙業產量過剩，使北美及歐洲持續降低輕質碳酸鈣的生產。然而主要紙類

碳酸鈣生產商 Imerys、Omya及Minerals Technology (MTI)雖減少生產量但仍保持銷售，而這些

公司特別在中國推出產品。在塑膠產業方面，全球塑膠礦物填料繼續擴充，特別是中國在此領

域碳酸鈣消耗，估計每年超過 1,000萬噸，在全球特定成長的區域亞洲和北美的 PVC則是使用

在建築及汽車 [45]。輕質碳酸鈣全球市場主要參與者如表 3所示 [46]。

表 3　輕質碳酸鈣全球市場主要參與者
[46]

國家 供應廠商

美國

Minerals Technologies

Graymont 

Mississippi Lime

瑞士 Omya

比利時 Solvay

德國 Schaefer Kalk

法國 IMERYS

日本
Okutama Kogyo

Shiraishi Kogyo Kaisha

中華民國 Lih Hsiang（立祥工業公司）

中國

Hebei Lixin（河北立新）

Jingxing Dongtai（景興東台）

Shandong Changyun（山東長雲）

Guilin Jinsan（桂林金山）

Changzhou Calcium Carbonate（常州碳酸鈣） 

Qingzhou Yuxin（貴州玉新）

Jiande Zhengfa（建德正發）

Zibo Longchang（淄博龍昌）

Changshan Longshan（淄博龍昌）

Jiangxi Bairui（江西碧來）

Shijiazhuang Sanxing（石家庄三星）

Lund Hebei（隆德河北）

Lianzhou Yufeng（連州玉豐）

Rugao Zhongru（皋市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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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　語

近年來輕質碳酸鈣發展與製造，已經越來越朝向低能耗及低成本發展，尤其在奈米級碳酸

鈣領域更帶動了塑料、造紙、高級塗料及橡膠等產業蓬勃發展。輕質碳酸鈣工業化生產技術主

要是碳化法，碳化法所使用的設備則包括有超重力反應器、鼓泡反應器、噴霧塔反應器及文式

管反應器，具有良好液氣接觸以進行成核及表面等反應。而紡錘型、針形、球形與鏈狀等晶貌

形態可以應用到不同行業，以造紙業而言增加平滑度、蓬鬆度。橡膠及塑料填充具低成本、白

度高、表面有機化處理容易、對加工設備及模具的磨損輕及成型加工流動性好等優勢。國內外

現況日本無論在生產、開發及應用皆為國際領先，中國則成長快速，台灣自給自足外，部份可

外銷東南亞及中國。工研院以碳酸鈣捕獲CO2後所產生的碳酸鈣廢料，進行加值化研究，將以

超重力技術產製高純度及粒徑均一的輕質碳酸鈣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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