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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与专论

纳米科技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发展起

来的新兴学科，我国的纳米材料研究虽然起步较晚，

但取得了碳纳米管和准一维纳米材料等在国际上有

影响的研究成果，在起步阶段就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2005 年 4 月 1 日起，包括纳米氧化锌（ ZnO）在内的《 纳

米材料术语》 等七项纳米材料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这

是世界上首次以国家标准形式发布的纳米高新技术

标准。纳米氧化锌作为一种重要的新型无机功能材

料，由于其具有的表面与界面效应、量子尺寸效应、体

积效应和宏观量子隧道效应以及高透明度、高分散性

等特点，使其在化学、光学、生物和电学等方面表现出

许多独特优异的物理和化学性能，具有普通氧化锌所

无法比拟的特殊性能和用途，在橡胶、涂料、塑料、陶

瓷、催化剂、化纤、电子、化妆品等行业具有广泛的应

用，因而制备技术和工业生产的研究也变得更为重

要。

1 国内外纳米氧化锌制备技术的研究

纳米氧化锌的制备技术国内外有不少研究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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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概述了国内外纳米氧化锌制备技术的研究进展, 对主要技术的制备过程和工艺特点进行了介

绍。介绍了国内外纳米氧化锌的生产现状, 通过对主要制备技术工业化生产前景的比较, 提出了以尿

素为沉淀剂, 硝酸锌为含锌原料均匀沉淀法制备纳米氧化锌的工艺路线, 研究了相关的工艺过程及反

应条件、反应产物的洗涤和纳米氧化锌的煅烧, 对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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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研究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起步虽晚，但发

展很快，目前已有工业化生产的报道。目前，世界各国

对纳米氧化锌的研究主要包括制备、微观结构、宏观

物性和应用等 4 个方面，其中制备技术是关键，因制

备工艺过程的研究与控制对其微观结构和宏观性能

具有重要的影响。表 1 和表 2 分别列出了日本、美国、

德国、韩国等国和国内部分相关单位的研究概况。

综合起来，纳米氧化锌的制备技术大体分为三

类：固相法、液相法和气相法。

固相法也称为固相化学反应法，是近几年发展起

来的新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已成功地应用到新型配

合物、金属簇合物、非线性光学材料等的合成；液相法

主要包括化学沉淀法、超重力法、溶胶 - 凝胶法和水热

法等，其中，化学沉淀法主要包括直接沉淀法和均匀

沉淀法；气相法主要有激光诱导 CVD、气相反应合成

法、喷雾热解法和化学气相氧化法等，其主要制备技

术的制备过程及工艺特点见表 3。

上述方法只是大致的进行了分类，其中不少制备

过程是交叉和综合的，比如：张敬畅等[55]用无机锌盐

为原料，采用液相化学法结合超临界流体干燥法制备

了粒度分布为 10～15nm 的纳米级氧化锌；曹俊等[56]

用直接沉淀法制备碱式碳酸锌，微波焙烧制备纳米氧

化锌，在沉淀反应后的混合液中适当地加入氨水进行

处理，制得肤色纳米氧化锌，此方法制备的纳米氧化

锌粒径在 10～20nm，分布均匀，分散性好；李平等[57]以

硝酸锌和氢氧化钠为原料，三乙醇胺为表面活性剂，

采用微波加热沸腾回流，在不同的反应条件下制备出

了粒径为 25～80nm 的纳米氧化锌，实验结果表明，利

用微波加热制备出的纳米氧化锌粉末结晶性能良好，

粒径大小均匀，三乙醇胺的加入，明显地改变了氧化

锌的结晶行为，晶体形貌由原来的棒状变为准球形，

粒径减小到纳米级；刘敏娜等[58]对传统的直接沉淀法

进行了改进，对反应温度、搅拌速度、投料方式、洗涤

条件等对产物纳米氧化锌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

果表明，改进的直接沉淀法制备纳米氧化锌具有工艺

简单、成本较低，能够得到六方晶系、球形，粒径约为

15～25nm 的纳米氧化锌；商桑斌等[59]采用尿素为均相

沉淀剂，结合水热处理，制备了粒径小，分布窄、平均

粒径为 5nm 的纳米氧化锌，与以氢氧化锌胶体为前驱

体的共沉淀技术相比，均相沉淀技术有利于氧化锌纳

米晶粒均匀生长，此外，添加有机物作分散剂可以减

弱微小晶粒间的叠合生长，有利于制备均一性较好的

纳米氧化锌；刘建本等[60]以硫酸锌和碳酸氢铵为原

料，采用气 - 固相化学反应法得到平均粒晶为 9.5nm

,平均比表面积为 68.05m2·g-1 纳米氧化锌；马正先等
[61]以氯化锌和氢氧化钠为原料，在低于或等于 100℃

的温度下于水溶液中一步法合成纳米氧化锌，此法有

别于传统的水热法，不需要耐高温高压设备，可以在

敞开式容器中进行合成反应，因此具有明显的优势。

2 纳米氧化锌的生产现状

随着纳米材料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新的制备

合成工艺被不断地提出并得到利用。国外对纳米氧化

锌的研究相对已比较成熟，许多厂家已将先进的技术

实现了产业化，制造出高品质的纳米氧化锌产品。德

国拜尔公司（ Bayer Co., Ltd.）首先向市场提供纳米

氧化锌产品，之后又出现比利时的产品，而目前市场

上的主要产品是由日本和美国供应，部分国外企业纳

米氧化锌技术指标见表 4。

目前我国纳米氧化锌的生产规模约为 10kt/a[62]。

主要生产企业为：陕西中科纳米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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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12 月率先在陕西旬阳实现了纳米氧化锌的工

业化生产，目前生产规模达 3kt/a，公司现已开发出

GG-01、GG-02、GG-03、HZP 四个系列的产品，可分别应

用于橡胶、涂料、纺织品、化妆品行业；山西丰海纳米

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全国最大的纳米氧化锌专业生产

企业，现能力已达到 5kt/a，二期工程正在扩建阶段，

完成后生产能力将达到 30kt/a；豫光金铅集团与中科

院合作设计、生产的豫光牌纳米氧化锌装置，产量达

3kt/a，主要用于橡胶、石油、化肥的脱硫剂、塑料、鞋

业、涂料、油漆、陶瓷、医药等行业；中科院与江西宜黄

恒通化工有限公司合作, 在江西宜黄建成了 1.5kt/a

纳米氧化锌生产线；成都汇丰化工厂开发出纯度大于

99.7%、平均粒径为 20nm 的高纯度纳米氧化锌，并建

成 500t/a 的生产线，该厂生产的纳米氧化锌，成本仅

有进口产品的 1/l0；常泰公司开发出 100k/a 纳米氧

化锌工业化装置，采用均匀沉淀法制备技术，已通过

江苏省科委组织的技术鉴定，鉴定认为：该纳米氧化

锌生产技术为国内首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此外，深

圳市尊业纳米材料有限公司、山东兴亚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阜宁欣盛纳米氧化锌有限公司等公司也已成

表 3 纳米氧化锌的主要制备技术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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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转化率高、工艺简单、能耗低、反应条件易控制的

特点，但反应过程往往进行不完全或过程中可能出现

液化现象；气相法在我国目前处于小试阶段，欲达到

工业化生产，还要解决一系列工程问题和设备材质问

题，难以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液相法纳米氧化锌

生产中，最常用的制备方法为均匀沉淀法，通过采取

适当的方法改善其工艺条件，实现氧化锌颗粒的大

小、尺寸、形貌等微观结构有目的地进行控制，使之能

够定向的生长，从而生产出各种尺寸、形貌的纳米氧

化锌，并使制备出的产品具有很好的重复性和可靠

性。采用均匀沉淀法制备纳米氧化锌具有工艺简单、

产品质量好、易于控制、生产成本低等特点，是最具工

业化发展前景的一种制备方法。

3.2 沉淀法制备纳米氧化锌的反应原理[13, 66, 66]

均匀沉淀法是在综合各种液相法的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一种新的制备纳米粉体的技术，此法是利用某

一化学反应使溶液中的构晶离子由溶液中缓慢地、均

匀地释放出来，此时，加入的沉淀剂不是立刻与被沉

淀组份发生反应，而是通过化学反应使沉淀剂在溶液

中缓慢地生成，构晶离子的过饱和度在整个溶液中比

长为具有较大行业影响力的纳米氧化锌生产商。

我国制定纳米氧化锌标准[63]遵循的基本思路是

既体现出表征纳米颗粒特性的参数，同时又能适应各

种生产方法，结合纳米氧化锌的主要应用领域要求，

如橡胶行业、化妆品行业、化纤行业、电子行业等。产

品划分了三个类别：

1 类：主要用于医药、化妆品、电了材料；

2 类：主要用于橡胶、塑料、涂料、陶瓷、化纤、催化

剂；

3 类：主要用于橡胶。

类别之间有相互交叉的主要原因是某些行业的

应用存在不同的层次，这种划分为纳米氧化锌的进一

步研究开发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纳米氧化锌产品指标从两个方面体现：

1.表征纳米氧化锌颗粒性能：粒度、比表面、团聚

指数。

2.表征纳米氧化锌的化学成分：氧化锌含钼（ Mu）、

铅 (Pb)、锰 (Mn)、铜 (Cu)、镉 (Cd)、汞 (Hg)、砷 (As)、

105℃挥发物(％)、水溶物、盐酸不溶物、灼烧失重。

试验方法采用透射电镜和 XRD 线宽化法表征纳

米粒径，用 BET 氮气吸附法测定比表面，用激光散射

法测得的粒度平均值与 XRD 线宽化法测量出的平均

晶粒的比值表征团聚指数，化学指标采用常规、通用

的分析方法。包装、贮存、运输也针对纳米材料的特

点。

3 纳米氧化锌的工业生产

3.1 几种纳米氧化锌制备方法的比较

几种纳米氧化锌制备方法工业化生产前景的比

较见表 5[64]。

在三种制备方法中，固相化学反应法具有无需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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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均匀，所以沉淀物的颗粒均匀而致密，便于过滤洗

涤，避免杂质的共沉淀。均匀沉淀法中常用的沉淀剂

为尿素。

以硝酸锌为原料，尿素为沉淀剂，均匀沉淀法制

备纳米氧化锌的反应过程为：

CO(NH2)2+3H2O = CO2↑+2NH3·H2O ⑴

氨水电离得到沉淀剂 OH－

NH3·H2O = NH4
++OH－ ⑵

水解产物与硝酸锌反应生成碱式碳酸锌沉淀：

3Zn2＋＋CO3
2－＋4OH－＋H2O = ZnCO3·2Zn(OH)2H2O↓

此反应式一般简记为：

Zn2++2OH－ = Zn(OH)2↓ ⑶

沉淀物经过滤、洗涤、干燥、煅烧后得到纳米氧化

锌：

ZnCO3·2Zn(OH)2H2O = 3ZnO＋4H2O＋CO2↑ ⑷

均匀沉淀法合成钠米氧化锌工艺流程见图 1 所

示。

3.3 工艺条件与反应[67- 69]

以硝酸锌为原料、尿素为沉淀剂均匀沉淀法制备

纳米氧化锌，其水解和沉淀反应采用间歇搅拌釜式反

应器，反应的升温和降温采用夹套加热或冷却，选用

间歇搅拌釜式反应器具有以下优点:(1)间歇操作釜式反

应器适用于多品种、大小规模的纳米氧化锌的生产；

(2)通过改变搅拌转速和搅拌型式，可以调节反应过

程物料的湍动状况和反应过程，控制粒径形貌，利于

纳米晶粒的生成。

通过对纳米氧化锌中试装置和理论的研究，对工

业生产纳米氧化锌得到的最佳工艺条件为：

⑴反应温度 95～105℃，反应时间 5～10h，反应

物物质的量配比 CO(NH2)2:Zn(NO3)2 为 5:3；

⑵工程放大依据为最小升温的供热强度为 60kJ·

(min·L)-1,最小降温的冷却强度为 27kJ·(min·L)-1。

在反应体系中加入适量表面活性剂，可使形成的

沉淀产物被表面活性剂分子所分隔和包覆，利用表面

活性剂的空间位阻效应，可形成均匀的前驱物细小颗

粒，最常用的表面活性剂为十二烷基磺酸钠（ dodecyl

benzene sulfonate）。

3.4 反应物的洗涤[70, 71]

反应产物洗涤常用的设备主要有隔膜压滤机和

多孔陶瓷膜，其中应用最多的是多孔陶瓷膜，基于多

孔介质的筛分效应进行物质分离的新技术，采用高效

的“ 错流”过滤方式，既流体介质（ 液体或气体）在压力

驱动下以一定的速度在膜管内流动，小颗粒介质沿与

流体的垂直方向透过膜，大颗粒物质被截留从而达到

分离、浓缩和净化的目的。多孔陶瓷膜分离技术已广

泛用于纳米氧化锌、纳米二氧化钛、纳米氧化铝、纳米

钛酸钡、超细氧化锆等纳米材料的洗涤。

3.5 纳米氧化锌的煅烧

纳米氧化锌的煅烧常用的方式为回转窑、托盘隧

道窑等，其工作条件及效率差，操作条件恶劣，粉尘污

染严重，需要再粉碎、筛分，生产工艺陈旧复杂，易造

成过烧或低烧不彻底现象，质量难以稳定，产品回收

率低，同时纳米粉体材料的生产过程中，粒径、形貌等

重要指标均需通过良好的技术装备方得以实现。

由辽宁东大粉体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 闪速

动态煅烧技术[72]”，特别适合大规模工业化连续生产，

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技术装备，目前已

成功应用在国内某厂及台湾某厂。其工作原理是将碱

式碳酸锌物料与加热的热空气混合后，同向流动形成

质热交换达到最大比表面积，5～8s 瞬间充分热分解

（ 粉体颗粒瞬间升温会产生裂碎现象，而后表面即得

到修饰过程，动态避免了团聚）。气固分离后获得高纯

度的纳米氧化锌粉体，其余热供给前部干燥机。

主要技术指标为：系统粉体总回收率≥99.9%、碱

式碳酸锌热分解温度 450～600℃、产品中氧化锌质量

分数 99%～99.9%、表面积 80～120m2·g-1、堆积密度

0.22～0.25g·cm-3。

4 结语

我国的科学工作者对纳米氧化锌的制备技术进

行了很多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我国工

业生产和产品应用与国外相比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我国纳米氧化锌的研究单位多、面广，力量分散，低水

平的重复性研究现象严重，虽重点进行了纳米氧化锌

制备技术的开发，对纳米氧化锌的应用技术研究力度

较小。

纳米氧化锌的工业生产必须解决一些关键技术

问题，主要有：尺寸、形貌和分布的控制；团聚体的控

制与分散；表面的形态、缺陷、粗糙度、成分的控制，包

括表面修饰和包裹；化学组分和微观结构的均匀性控

制；纯度的控制；工艺稳定性、质量可重复性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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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材料的稳定性及保存、运输技术；环境保护等。

展望工业生产纳米氧化锌的发展方向，今后应在

以下几个方面做深入细致的工作：(1)重点对制备原理、

理论和工业化生产进行研究，降低生产成本，减轻纳

米氧化锌的团聚，提高其分散性；(2)对生产过程中的

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探索对粒子大小与形貌进行有效

控制的方法；(3)对产品的表面改性和产品应用进行研究，

开拓高性能产品，拓宽产品应用领域，以满足不同需

要对纳米氧化锌产品的要求，开发出适合我国国情的

纳米氧化锌的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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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4 可看出，波数 850cm-1 为 Si-C 的伸缩振

动；波数 500cm-1 为 Si-(CH3)3 的伸缩振动；波数650cm-1

为 Si-Cl 键的伸缩振动；波数 1250cm-1 为 Si-C 的弯

曲振动；波数 3000cm-1 为 CH3- 的伸缩振动；由于

Si-Cl 键对水气较敏感，很难避免部分水解，从而在

1110cm-1 区出现一个吸收峰，波数 3400cm-1 为－OH 的

伸缩振动。因此可确定此产物为 TMCS。

3.2 气相色谱分析

采用苯作内标物，通过北分瑞利 SP-2100 气相色

谱仪对产物进行定量分析[6]，得 TMCS 含量为 99.9%。

4 结论

以 HMDO 和氯化氢气体为原料，浓硫酸为催化剂，

HMDO 为 60g 时，合成 TMCS 的最佳工艺为：（ 1）反应温

度 1～4℃，（ 2） 催化剂用量为 12mL，（ 3） 反应时间

90min，在此工艺条件下 TMCS 收率可达 93.4%。所得产

品经 IR 和 GC 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纯度可达 99.9%。

本工艺具有收率高、成本低、能耗低、三废少、操

作简便等特点，有利于工业化生产，为 TMCS 的合成及

HMDO 的合理回收利用开辟了新的途径，且有望解决氯

化氢气体副产物的利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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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FePcS 的表征

FePcS 为深蓝色晶体粉末，取少量溶于水时，溶液

从绿色慢慢变成蓝色，与文献[6]相符。UV-VIS(纯水，

0.025mol·L-1)，λmax，nm：325 (B 带)，631 (Q 带)，与文

献[7]相符。IR (KBr 压片)，ν，cm-1：1718 .8，1401.8，

1191.7，1106.9，1028.5，696.4，649.2，与文献[7]相符。

3 结论

柴油作溶剂，反应温度在 190℃，反应时间为 9 小

时，催化剂用量为 0.2 克时，FePcS 收率可达 81%以

上。柴油作为一种通用溶剂，与传统的硝基苯相比，具

有无毒、沸程较长的优点，反应温度在其沸程内，相当

于柴油在回流的条件下进行反应，易于控制反应温

度。纯化过程工艺简单、操作性强，醋酸钾可回收再利

用，节省了生产成本，可望进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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