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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快速除去杂质硒制备高

纯二氧化碲粉末的方法，属于冶金技术领域。本

发明将真空密闭立式闪速炉抽至真空状态；以上

部进料的方式向所述真空状态的真空密闭立式

闪速炉中加入待提纯碲粉，以下部进气的方式将

氧气通入所述真空状态的真空密闭立式闪速炉，

所述氧气与待提纯碲粉在密闭立式闪速炉中形

成对流发生气固反应，生成二氧化碲粉末和二氧

化硒；所述二氧化碲粉末在重力的作用下，落入

生成物收集仓；所述二氧化硒升华进入挥发物收

集仓；所述气固反应的温度为320～420℃；所述

真空状态的压强为2～10Pa。本发明制备二氧化

碲粉末流程短、硒去除率高、效率高、粉尘污染

小、成本低、制备的二氧化碲粉纯度大于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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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快速除去杂质硒制备高纯二氧化碲粉末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将真空密闭立式闪速炉抽至真空状态；

以上部进料的方式向所述真空状态的真空密闭立式闪速炉中加入待提纯碲粉，以下部

进气的方式将氧气通入所述真空状态的真空密闭立式闪速炉，所述氧气与待提纯碲粉在密

闭立式闪速炉中形成对流发生气固反应，生成二氧化碲粉末和二氧化硒；

所述二氧化碲粉末在重力的作用下，落入生成物收集仓；所述二氧化硒升华进入挥发

物收集仓；

所述气固反应的温度为320～420℃；所述真空状态的压强为2～10Pa。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气固反应的温度为320℃，所述真空状

态的压强为2Pa。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气固反应的温度为350℃，所述真空状

态的压强为5Pa。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气固反应的温度为400℃，所述真空状

态的压强为10Pa。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氧气的压力为5～10kgf/cm2。

6.根据权利要求1或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待提纯碲粉的进料量为0.5～1g/

(cm2*s)。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待提纯碲粉的粒度小于等于200μ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待提纯碲粉中碲的质量百分比大于

99.9％，硒的质量百分含量小于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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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快速除去杂质硒制备高纯二氧化碲粉末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冶金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快速除去杂质硒制备高纯二氧化碲粉末

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二氧化碲粉末是化工、半导体材料领域重要的基础材料，目前工业上二氧化碲粉

的制备主要以湿法为主，包括氧化、净化、碱浸、中和、水洗、干燥等工序步骤，使用浓硝酸或

含有浓硝酸的强酸将单质碲氧化成二氧化碲，再采用浓盐酸将其转化为四氯化碲，滤除杂

质，再与碱反应，过滤、烘干得到二氧化碲粉。湿法制备二氧化碲存在着流程长、效率低、能

耗高、原料试剂损失大、副产物多，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传统的火法制备二氧化碲以纯碲

为原料，采用熔融吹炼的方式，期间不停的搅拌，最终得到块状高纯二氧化碲，火法制备二

氧化碲流程短、污染小，但难以得到高纯二氧化碲粉末。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快速除去杂质硒制备高纯二氧化碲粉末的方法，采用

本发明的方法制备二氧化碲粉末，二氧化碲纯度高、流程短，效率高，粉尘污染小，成本低。

[0004]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以下技术方案：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快速除去杂质硒制备高纯二氧化碲粉末的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06] 将真空密闭立式闪速炉抽至真空状态；

[0007] 以上部进料的方式向所述真空状态的真空密闭立式闪速炉中加入待提纯碲粉，以

下部进气的方式将氧气通入所述真空状态的真空密闭立式闪速炉，所述氧气与待提纯碲粉

在密闭立式闪速炉中形成对流发生气固反应，生成二氧化碲粉末和二氧化硒；

[0008] 所述二氧化碲粉末在重力的作用下，落入生成物收集仓；所述二氧化硒升华进入

挥发物收集仓；

[0009] 所述气固反应的温度为320～420℃；所述真空状态的压强为2～10Pa。

[0010] 优选的，所述气固反应的温度为320℃，所述真空状态的压强为2Pa。

[0011] 优选的，所述气固反应的温度为350℃，所述真空状态的压强为5Pa。

[0012] 优选的，所述气固反应的温度为400℃，所述真空状态的压强为10Pa。

[0013] 优选的，所述氧气的压力为5～10kgf/cm2。

[0014] 优选的，所述待提纯碲粉的进料量为0.5～1g/(cm2*s)。

[0015] 优选的，所述待提纯碲粉的粒度小于等于200μm。

[0016] 优选的，所述待提纯碲粉中碲的质量百分比大于99.9％，硒的质量百分含量小于

0.1％。

[001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快速除去杂质硒制备高纯二氧化碲粉末的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将真空密闭立式闪速炉抽至真空状态；以上部进料的方式向所述真空状态的真空密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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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式闪速炉中加入待提纯碲粉，以下部进气的方式将氧气通入所述真空状态的真空密闭立

式闪速炉，所述氧气与待提纯碲粉在密闭立式闪速炉中形成对流发生气固反应，生成二氧

化碲粉末和二氧化硒；所述二氧化碲粉末在重力的作用下，落入生成物收集仓；所述二氧化

硒升华进入挥发物收集仓；所述气固反应的温度为320～420℃；所述真空状态的压强为2～

10Pa。

[0018] 待提纯碲粉中含有杂质硒，本发明将待提纯碲粉与氧气对流发生气固反应，使得

纯碲与氧气反应生成二氧化碲粉末，杂质硒与氧气反应生成二氧化硒，在320～420℃、2～

10Pa的条件下，二氧化硒会挥发，而二氧化碲不挥发且在重力的作用下会发生沉降，从而实

现二氧化硒与二氧化碲的分离，进而得到高纯二氧化碲粉末。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制备二氧化碲粉末流程短、硒去除率高、效率高、粉尘污

染小、成本低、制备的二氧化碲粉纯度大于99.99％，硒质量百分比小于0.0005％。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快速除去杂质硒制备高纯二氧化碲粉末的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快速除去杂质硒制备高纯二氧化碲粉末的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22] 将真空密闭立式闪速炉抽至真空状态；

[0023] 以上部进料的方式向所述真空状态的真空密闭立式闪速炉中加入待提纯碲粉，以

下部进气的方式将氧气通入所述真空状态的真空密闭立式闪速炉，所述氧气与待提纯碲粉

在密闭立式闪速炉中形成对流发生气固反应，生成二氧化碲粉末和二氧化硒；

[0024] 所述二氧化碲粉末在重力的作用下，落入生成物收集仓；所述二氧化硒升华进入

挥发物收集仓；

[0025] 所述气固反应的温度为320～420℃；所述真空状态的压强为2～10Pa。

[0026] 本发明对所述真空密闭立式闪速炉没有特殊要求，本领域熟知的真空密闭立式闪

速炉均可。

[0027] 在本发明中，所述待提纯碲粉中碲的质量百分比优选大于99.9％，硒的质量百分

含量优选小于0.1％。

[0028] 在本发明中，所述待提纯碲粉的粒度优选小于等于200μm。

[0029] 在本发明中，所述氧气的压力优选为5～10kgf/cm2，更优选为5～9kgf/cm2，进一步

优选为6～8kgf/cm2。本发明将所述氧气的压力控制在上述范围，可以使待提纯碲粉悬浮于

真空密闭立式闪速炉中，减缓其下落速度，增加反应时间。当氧气压力大于10kgf/cm2时，会

将待提纯碲粉吹到炉体顶部，不利于反应的发生以及物料的流转。

[0030] 在本发明中，所述待提纯碲粉的进料量优选为0.5～1g/(cm2*s)，更优选为0.6～

0.9g/(cm2*s)，进一步优选为0.7～0.8g/(cm2*s)。本发明控制待提纯碲粉的进料量在上述

范围，既可以防止进料量过大导致反应不够充分；同时还能避免进料量过小导致生产效率

降低。

[0031]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当所述氧气的压力为8kgf/cm2时，所述待提纯碲粉的进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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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0.8g/(cm2*s)；当所述氧气的压力为6kgf/cm2时，所述待提纯碲粉的进料量为0.7g/

(cm2*s)；氧气的压力为7kgf/cm2时，所述待提纯碲粉的进料量为0.75g/(cm2*s)。

[0032] 在本发明中，所述气固反应的温度优选为350～400℃；所述真空状态的压强优选

为4～8Pa，更优选为5～6Pa。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当气固反应的温度为320℃时，所述真空

状态的压强为2Pa；当所述气固反应的温度为350℃时，所述真空状态的压强为5Pa；当所述

气固反应的温度为400℃，所述真空状态的压强为10Pa。

[0033] 图1为本发明的原理示意图。本发明将待提纯碲粉(图1中的含硒碲粉)与氧气对流

发生气固反应，使得纯碲与氧气反应生成二氧化碲粉末，杂质硒与氧气反应生成二氧化硒，

在320～420℃、2～10Pa的条件下，二氧化硒会挥发，而二氧化碲不挥发且在重力的作用下

会发生沉降，从而实现二氧化硒与二氧化碲的分离，进而得到高纯二氧化碲粉末。

[0034]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快速除去杂质硒制备高纯二氧化碲粉末的方法

进行详细的说明，但是不能把它们理解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

[0035] 实施例1

[0036] 一种快速去除杂质硒制备高纯二氧化碲粉末的方法，具体步骤为：

[0037] (1)将真空密闭立式闪速炉由上部真空系统抽至2Pa；

[0038] (2)将纯度为99.991％的碲粉采用上部进料方法加入，进料量为0.8g/(cm2*s)；

[0039] (3)将氧气由下部通气口通入，氧气压力8kgf/cm2；

[0040] (4)在温度320℃的条件下，碲粉在重力作用下由上至下运动，氧气由下至上流动，

与碲粉在密闭立式闪速炉中形成对流发生气固反应，生成二氧化碲粉末，杂质硒与氧气反

应，生成二氧化硒；

[0041] (5)生成的二氧化碲粉末，在重力的作用下，落入生成物收集仓，生成的二氧化硒，

升华进入挥发物收集仓，最终，制备得到的二氧化碲粉末纯度为99.997％，硒质量百分比

0.00045％。

[0042] 实施例2

[0043] 一种快速去除杂质硒制备高纯二氧化碲粉末的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0044] (1)真空密闭立式闪速炉由上部真空系统抽至5Pa；

[0045] (2)将纯度为99.993％的碲粉采用上部进料方法加入，进料量为0.75g/(cm2*s)；

[0046] (3)将氧气由下部通气口通入，氧气压力7kgf/cm2；

[0047] (4)在温度350℃的条件下，碲粉在重力作用下由上至下运动，氧气由下至上流动，

与碲粉在密闭立式闪速炉中形成对流发生气固反应，生成二氧化碲粉末，杂质硒与氧气反

应，生成二氧化硒；

[0048] (5)生成的二氧化碲粉末，在重力的作用下，落入生成物收集仓，生成的二氧化硒，

升华进入挥发物收集仓，最终，制备得到的二氧化碲粉末纯度为99.995％，硒质量百分比

0.00039％。

[0049] 实施例3

[0050] 一种快速去除杂质硒制备高纯二氧化碲粉末的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0051] (1)真空密闭立式闪速炉由上部真空系统抽至10Pa；

[0052] (2)将纯度为99.995％的碲粉采用上部进料方法加入，进料量为0.7g/(cm2*s) .；

[0053] (3)将氧气由下部通气口通入，氧气压力6kgf/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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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4)在温度400℃的条件下，碲粉在重力作用下由上至下运动，氧气由下至上流动，

与碲粉在密闭立式闪速炉中形成对流发生气固反应，生成二氧化碲粉末，杂质硒与氧气反

应，生成二氧化硒；

[0055] (5)生成的二氧化碲粉末，在重力的作用下，落入生成物收集仓，生成的二氧化硒，

升华进入挥发物收集仓，最终，制备得到的二氧化碲粉末纯度为99.998％，硒质量百分比

0.00041％。

[0056] 对比例1

[0057] 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温度为300℃。最终制备得到的二氧化碲粉末纯度为

99.993％，硒质量百分比0.001％。

[0058] 对比例2

[0059] 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真空密闭立式闪速炉由上部真空系统抽至15Pa。最终

制备得到的二氧化碲粉末纯度为99.992％，硒质量百分比0.004％。

[0060] 对比例3

[0061] 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仅在于氧气的压力为3kgf/cm2。最终制备得到的二氧化碲

粉末纯度为99.991.％，硒质量百分比0.005％。

[0062] 由以上实施例可知，采用本发明的方法制备二氧化碲粉末，二氧化碲纯度高、流程

短，效率高，粉尘污染小，成本低。

[0063]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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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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