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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纳米颗粒旋流火焰雾化掺杂合成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纳米颗粒旋流火焰

雾化掺杂合成系统，包括火焰腔、稀释冷却腔、旋

流撞击式雾化器、组合燃烧器。组合燃烧器包括

旋流燃烧器和气体导流块，环绕旋流撞击式雾化

器设置且形成气液组合燃烧。气体导流块设置包

括一个一次风通道和一个燃料气通道的气流通

道组。旋流燃烧器包括若干贴近形成同心圆环状

的旋流燃烧模块，形成与气流通道一一对应设置

并连通旋流的进气通道。一次风和燃料气通过相

邻的气流通道进入旋流燃烧器形成旋流气流，点

燃燃料气形成旋流火焰。将金属前驱物溶液通过

旋流撞击式雾化器雾化后进入旋流火焰燃烧产

生纳米颗粒流。纳米颗粒流稀释冷却后完成收

集。本实用新型具有纳米颗粒生成产量高、效果

好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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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纳米颗粒旋流火焰雾化掺杂合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包括火焰腔(1)、

稀释冷却腔(2)、旋流撞击式雾化器(5)、组合燃烧器(4)和产物收集装置(10)；

所述旋流撞击式雾化器(5)设置在所述组合燃烧器(4)中心，所述组合燃烧器(4)环绕

着旋流撞击式雾化器(5)设置在所述火焰腔(1)的底部；

所述组合燃烧器(4)包括旋流燃烧器(41)和环绕着所述旋流燃烧器(41)设置的气体导

流块(42)，且所述旋流燃烧器(41)呈同心圆环状，使得所述旋流撞击式雾化器(5)、旋流燃

烧器(41)和气体导流块(42)由里往外呈同心圆布置；所述气体导流块(42)上设置有至少一

组径向贯通的气流通道组(7)，每组气流通道组均包括两个呈圆周均匀布置的气流通道，且

其中一个气流通道为一次风通道(71)，另一个气流通道为燃料气通道(72)，分别用于通入

一次风和燃料气；

所述稀释冷却腔(2)设置在所述火焰腔(1)顶部，所述产物收集装置(10)入口端设置在

所述稀释冷却腔(2)；

所述旋流撞击式雾化器(5)设置有雾化气入口(51)和前驱物液体入口(5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纳米颗粒旋流火焰雾化掺杂合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火焰腔(1)顶部设置有倾斜布置的缩口挡板(3)，使得所述火焰腔(1)向所述稀释冷却腔(2)

渐缩并在所述稀释冷却腔(2)形成收缩喷口；所述产物收集装置(10)入口端位于所述收缩

喷口上方。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纳米颗粒旋流火焰雾化掺杂合成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稀释冷却腔(2)内还设置有三次风管(9)，且三次风管(9)的出口与产物收集装置的入

口高度相对应。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纳米颗粒旋流火焰雾化掺杂合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产物收集装置(10)入口中心轴线与所述收缩喷口的相对高度h为3～5cm。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纳米颗粒旋流火焰雾化掺杂合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缩口挡板(3)选用中空结构，且设有二次风入口(8)；所述缩口挡板(3)的内壁面设置有若干

风孔，用于通入二次风。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纳米颗粒旋流火焰雾化掺杂合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旋流燃烧器(41)包括至少两个旋流燃烧模块，旋流燃烧模块彼此贴近、能够形成同心圆环

状环绕着所述旋流撞击式雾化器(5)设置，且相邻两个旋流燃烧模块之间形成旋流进气通

道，所述旋流进气通道与所述气流通道一一对应设置并连通，旋流燃烧模块数与旋流进气

通道数和气流通道数一致。

7.根据权利要求1或6所述的一种纳米颗粒旋流火焰雾化掺杂合成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气流通道组(7)设置两组以上，一次风通道(71)和燃料气通道(72)相应的分别设置两

个以上，且所述一次风通道(71)和燃料气通道(72)呈圆周均布式依次间隔设置。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纳米颗粒旋流火焰雾化掺杂合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气流通道组(7)设置三至五组，所述旋流燃烧模块对应设置六至十个；所述旋流燃烧模块呈

近三角弧形旋流块状且彼此贴近能够形成同心圆环，且相邻两个旋流燃烧模块之间形成旋

流进气通道并与气流通道一一对应式连通。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纳米颗粒旋流火焰雾化掺杂合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气体导流块(42)选用圆柱形中空的正多边体结构，所述正多边体结构的边数对应气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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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设置，且每个边块设有一个气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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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纳米颗粒旋流火焰雾化掺杂合成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纳米颗粒旋流火焰雾化掺杂合成系统，尤其涉及一种原子级

多元素掺杂的纳米颗粒旋流火焰雾化掺杂合成系统，属于纳米材料合成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现代纳米技术对医药、催化、电子、材料领域至关重要，纳米颗粒因其具有粒径小、

比表面积大等特点在许多领域都具备独特的性能优势。目前纳米颗粒主要通过火焰合成

法、化学气相沉积、溶胶凝胶法、液相沉淀法、水热法、等离子体喷射等方法合成。与其他方

法相比，火焰合成方法具有易实现规模化、无液相污染物、纳米颗粒粒径小、易掺杂等优势。

[0003] 旋流火焰易稳定、排放低、调节范围宽，在气体燃烧等工业中获得广泛应用。将旋

流滞止火焰应用于火焰合成领域的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旋流滞止火焰合成纳米颗粒的系统

及方法”  (CN  33464064  A)，具有燃烧器结构简单，颗粒粒径小、均匀纯度高等特点。该系统

针对的是单一前驱物和单一种类的纳米颗粒的精确合成。随着火焰合成技术的进一步发

展，另一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基于多旋流强化混合的雾化火焰纳米颗粒合成系统”(CN 

204445881  U)，针对低挥发性的液相前驱物适合中小量产，针对强挥发性的气相前驱物可

达到大量产，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火焰合成技术的工业放大。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旨在提供一种纳米颗粒旋流火焰雾化掺杂合成系统，选用旋流燃烧器

形成稳定的旋流值班火焰，并通过直接雾化的方式喷入前驱物，二者形成气液组合燃烧模

式，火焰直接参与颗粒合成反应过程，配合相应的颗粒收集方法，大幅提高火焰合成纳米颗

粒的产率，可实现纳米颗粒合成工业放大化。同时，在实现原子级多元素掺杂的纳米颗粒合

成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颗粒粒径、形态和晶向的精确控制。

[0005] 本实用新型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6] 一种纳米颗粒旋流火焰雾化掺杂合成系统，包括火焰腔、稀释冷却腔、旋流撞击式

雾化器、组合燃烧器和产物收集装置。

[0007] 所述旋流撞击式雾化器设置在所述组合燃烧器中心，所述组合燃烧器环绕着旋流

撞击式雾化器设置在所述火焰腔的底部。

[0008] 所述组合燃烧器包括旋流燃烧器和环绕着所述旋流燃烧器设置的气体导流块，且

所述旋流燃烧器呈同心圆环状，使得所述旋流撞击式雾化器、旋流燃烧器和气体导流块由

里往外呈同心圆布置；所述气体导流块上设置有至少一组径向贯通的气流通道组，每组气

流通道组均包括两个呈圆周均匀布置的气流通道，且其中一个气流通道作为一次风通道，

另一个气流通道作为燃料气通道，分别用于通入一次风和燃料气。

[0009] 所述稀释冷却腔设置在所述火焰腔顶部。所述产物收集装置入口端设置在所述稀

释冷却腔。

[0010] 所述旋流撞击式雾化器设置有雾化气入口和前驱物液体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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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火焰腔顶部设置有倾斜布置的缩口挡板，使得所述火焰腔

向所述稀释冷却腔渐缩并在所述稀释冷却腔形成收缩喷口；所述产物收集装置入口端位于

所述收缩喷口上方。

[0012]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稀释冷却腔内还设置有三次风管，其出口设置在所述稀释

冷却腔内，且三次风管的出口与产物收集装置的入口高度相对应。

[0013]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产物收集装置入口中心轴线与所述收缩喷口的相对高度h

为  3～5cm。

[0014]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缩口挡板选用中空结构，且设有二次风入口(8)；所述缩口

挡板的内壁面设置有若干风孔，用于通入二次风。

[0015]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旋流燃烧器包括至少两个旋流燃烧模块，旋流燃烧模块彼

此贴近、能够形成同心圆环状环绕着所述旋流撞击式雾化器设置，且相邻两个旋流燃烧模

块之间形成旋流进气通道，所述旋流进气通道与所述气流通道一一对应设置并连通，旋流

燃烧模块数与旋流进气通道数和气流通道数一致。

[0016]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气流通道组设置两组以上，一次风通道和燃料气通道相应

的分别设置两个以上，且所述一次风通道和燃料气通道呈圆周均布式依次间隔设置。

[0017]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气流通道组设置三至五组，所述旋流燃烧模块对应设置六

至十个；所述旋流燃烧模块呈近三角弧形旋流块状且彼此贴近能够形成同心圆环，且相邻

两个旋流燃烧模块之间形成旋流进气通道并与气流通道一一对应式连通。

[0018]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气体导流块选用圆柱形中空的正多边体结构，所述正多边

体结构的边数对应气流通道数设置，且每个边块设有一个气流通道。

[0019] 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优点及有益效果：①旋流气体燃烧器产生旋流火焰，通过外

扩板可与雾化前驱物液滴共同燃烧，对雾化前驱物液滴的燃烧起到点火和稳定燃烧的作

用。②火焰直接参与颗粒合成反应过程，结合气液组合燃烧模式，进一步提升火焰合成反应

的控制程度。③通过改变液相前驱物中金属硝酸盐的种类、比例，可以进行金属氧化物的颗

粒组成的调控，并实现原子级掺杂。④利用金属硝酸盐的可溶解性，在有机添加剂的改性作

用下，实现通过直接雾化前驱物燃烧的方式合成大量金属氧化物颗粒，结合先进燃烧技术，

精确控制纳米的粒径分布与晶相。⑤液相前驱物进给量大且不间断供给，大幅提高了纳米

颗粒的产量。⑥缩口挡板配合送气泵产生的高速空气流，产生文丘里效应将纳米颗粒流引

入收集管道，并对高温纳米颗粒流进行稀释冷却，大幅提高收集品质与效率。⑦缩口挡板中

空设计，内壁设有若干风孔，二次风在挡板表面形成一层气膜，能有效地避免颗粒在挡板上

的沉积。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所涉及的纳米颗粒旋流火焰雾化掺杂合成系统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实用新型所涉及的组合燃烧器和旋流撞击式雾化器布置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实用新型所涉及的气体导流块为圆环状且气流通道组为两组时的组合燃

烧器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本实用新型所涉及的气体导流块为圆环状且气流通道组为四组时的组合燃

烧器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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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5为图4中气体导流块外表面为正多边体时的组合燃烧器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是本实用新型所涉及的纳米颗粒物产物为YAP时的XRD图。

[0026] 图7是图6产物的TEM图：(a)0.2μm比例尺；(b)50nm比例尺；(c)20nm比例尺。

[0027] 图8是产物为YAP在不同比例Yb元素掺杂时的TEM图。

[0028] 图中：1–火焰腔；2–稀释冷却腔；3–缩口挡板；4–组合燃烧器；41–旋流燃烧器；42–

气体导流块；43–下盖板；44–上盖板；45–栓孔；46–外扩板；5–旋流撞击式雾化器；51–雾化气

入口；52–前驱物液体入口；6–连接装置；7–气流通道；8–二次风口；9–三次风口；10–产物收

集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及工作过程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0] 本申请文件中的上、下、左、右、前和后等方位用语是基于附图所示的位置关系而

建立的。附图不同，则相应的位置关系也有可能随之发生变化，故不能以此理解为对保护范

围的限定。

[0031] 如图1所示，一种纳米颗粒旋流火焰雾化掺杂合成系统，包括火焰腔1、稀释冷却腔

2、旋流撞击式雾化器5、组合燃烧器4和产物收集装置10。

[0032] 稀释冷却腔2设置在火焰腔1顶部，且火焰腔1顶部设置有倾斜布置的缩口挡板3，

使得火焰腔1向稀释冷却腔2渐缩并在稀释冷却腔中部形成收缩喷口。

[0033] 产物收集装置10包括产物收集室和引流泵，且产物收集室内设置有滤袋或过滤膜

收集产物。产物收集室的入口端设置在稀释冷却腔2，且位于收缩喷口上方且靠近喷口。稀

释冷却腔2内还设置有三次风管9，其出口设置在稀释冷却腔2内，且位于与产物收集装置10 

入口同一高度的相对侧。产物收集装置10入口中心轴线与收缩喷口的相对高度h为3～5cm。

[0034] 如图2所示，组合燃烧器4和旋流撞击式雾化器5设置在火焰腔1的底部。且旋流撞

击式雾化器5设置在组合燃烧器4中心，组合燃烧器4环绕着旋流撞击式雾化器5成同心圆状

设置。旋流撞击式雾化器5选用双流体流道结构，中心为液体通道，液体通道外部设有气体

通道。气体通道和液体通道外设置有雾化气入口51和前驱物液体入口52，分别用于通入雾

化气和金属前驱体溶液的给入。

[0035] 旋流撞击式雾化器5顶部与组合燃烧器4内壁之间设置有外扩板46，使组合燃烧器

4 内壁形成的旋流火焰能够稳定地在火焰腔9扩展燃烧，并点燃经过旋流撞击式雾化器5雾

化的金属前驱物微滴。

[0036] 组合燃烧器4包括旋流燃烧器41和环绕着旋流燃烧器41设置的气体导流块42，且

旋流燃烧器41呈同心圆环状，使得旋流撞击式雾化器5、旋流燃烧器41和气体导流块42由里

往外呈同心圆布置。气体导流块42上设置有至少一组径向贯通的气流通道组7，每组气流通

道组均包括两个呈圆周均匀布置的气流通道，且其中一个气流通道为一次风通道71，另一

个气流通道为燃料气通道72，分别用于通入一次风和燃料气。组合燃烧器4还设置有下盖板

43  和上盖板44，能够通过下盖板43和上盖板44上下固定式夹紧。旋流撞击式雾化器5上部

外设有连接装置6，能够将旋流撞击式雾化器5和组合燃烧器4固定连接。下盖板43和上盖板 

42将旋流燃烧器41和气体导流块42固定成一个整体。图2所示的实施例中，导流块42、下盖

板43和上盖板42上设置有上下贯通的栓孔45，栓孔设置若干组，能够通过螺栓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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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如图3～图5所示，旋流燃烧器41包括至少两个旋流燃烧模块，旋流燃烧模块彼此

贴近、能够形成同心圆环状环绕着旋流撞击式雾化器5设置，且相邻两个旋流燃烧模块之间

形成旋流进气通道，旋流进气通道与气流通道连通式一一对应设置，旋流燃烧模块数与旋

流进气通道数和气流通道数一致。

[0038] 气流通道组7设置两组以上时，一次风通道和燃料气通道相应的分别设置两个以

上，一次风通道71和燃料气通道72依次间隔且呈圆周均布式设置。此时两个以上一次风通

道之间或两个燃料气通道之间有气体分布装置。

[0039] 图3是气流通道组设置两组的实施例，气体导流块42选用圆环状。

[0040] 气流通道组7设置三至五组，旋流燃烧模块对应式设置六至十个，图4和图5为气流

通道组设置四组时的实施例。旋流燃烧模块呈近三角弧形旋流块状且彼此贴近能够形成同

心圆环，且相邻两个旋流燃烧模块之间形成旋流进气通道。

[0041] 其中图4中气体导流块42选用圆环状，图5中气体导流块42选用圆柱形中空的正多

边体结构，正多边体结构的边数对应气流通道数设置，且每个边块设有一个气流通道。

[0042] 作为一种优化的技术方案，缩口挡板3选用中空结构，且设有二次风入口8；缩口挡

板  3的内壁面设置有若干风孔，用于通入二次风，风孔直径为1～2mm，出口气流方向沿内壁

表面方向向上。二次风通入，能够使得纳米颗粒流不会粘附在缩口挡板上3。

[0043] 纳米颗粒合成主要包括金属前驱物溶液制备、金属前驱物溶液的雾化及旋流火焰

燃烧，以及纳米颗粒流的收集。

[0044] 金属前驱物溶液制备包括：

[0045] 根据制备的纳米颗粒目标产物，选用对应的金属硝酸盐作为金属前驱物，金属包

括镁、铝、钇、镍、钴或锰中的任一种或多种混合物。而制备金属掺杂的纳米颗粒材料时，则

选定并改变金属种类及其掺杂比。

[0046] 同时根据上述金属硝酸盐种类选择适用的有机燃料，有机燃料包括乙醇、丁醇或

二甲苯。为了提高金属硝酸盐在有机燃料中的溶解度，通常还添加有机添加剂，有机添加剂

选用2- 乙基己酸或环烷酸。

[0047] 按照金属离子浓度小于等于0.5mol/L以及有机添加剂与有机燃料体积比为1:(4

～9)，称取适量的金属硝酸盐并量取有机添加剂和有机燃料，使三者混合均匀得到金属前

驱物溶液。为进一步保证金属硝酸盐溶解完全且混合均匀，还可以在超声波作用下制备混

合液。

[0048] 使一次风均匀分配到两个以上的一次风通道，使燃料气均匀分配到两个以上的燃

料气通道，使得一次风和燃料气依次间隔的从气体导流块42分散式导流进入旋流燃烧模块

壁面之间的旋流进气通道，并进入燃烧器中心且在旋流燃烧模块内圆周旋流混合形成旋流

气流，旋流气流中燃料气被点燃形成稳定的旋流值班火焰。

[0049] 然后将制备好的金属前驱物溶液通过给液泵定量可控的通过前驱物液体入口52

通入旋流撞击式雾化器5，同时选用空气作为雾化气通过雾化气入口51也给入旋流撞击式

雾化器5，通过流量计调节雾化气的流速，使得前驱物溶液首先被雾化气雾化成粒径小于等

于30μm的金属前驱物微滴。

[0050] 金属前驱物微滴进入稳定的旋流值班火焰中，被旋流值班火焰点燃，并燃烧合成

纳米颗粒；纳米颗粒随着燃烧烟气上行形成高温纳米颗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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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高温纳米颗粒流在火焰腔1顶部被缩口挡板3导流从收缩喷口喷入稀释冷却腔2；

使三次风通过三次风管9以100～150m/s的速度喷入稀释冷却腔2，在收缩喷口上部形成文

丘里效应，使得高温纳米颗粒流被引入产物收集装置10进行收集。

[0052] 实施例一：旋流火焰雾化合成YAP(铝酸钇YAlO3)纳米材料

[0053] 前驱物溶液配制中选择并分别称取9.49g的六水合硝酸钇和14.76g的九水合硝酸

铝作为金属前驱物，并将二者溶解于141mL的有机燃料乙醇，同时加入39mL的2-乙基己酸作

为有机添加剂，混合溶液中钇离子浓度为0.15mol/L、铝离子浓度为0.25mol/L。旋流燃烧器

所采用的燃料气体为甲烷，一次风为压缩空气，流量分别为3L/min和30L/min。旋流撞击式

雾化器采用压缩空气作为雾化气，流量为15L/min。采用上述方法燃烧并收集制备得到的

YAP  纳米颗粒产生速率达到100g/h以上。BET测量得到该颗粒比表面积为69.78m2/g，平均

粒径达到14nm。YAP纳米颗粒产物的晶相及后处理后的晶相XRD和形貌TEM如图6和图7所示。

初始合成产物的晶相峰明显，对应为YAP颗粒。所制备的YAP纳米颗粒形貌上为规则的球形，

粒径小且分布均匀。

[0054] 而且，还可以将YAP进一步进行后处理，从而得到YAG(钇铝石榴石Y3Al5O12)颗粒，

其晶相XRD图如图6所示。

[0055] 实施例二：旋流火焰雾化合成掺杂Yb元素的YAP纳米材料

[0056] 在实施例一配制前驱物时，根据设定的掺杂比例分别加入对应掺杂元素Yb的金属

硝酸盐(五水合硝酸镱)进行前驱物溶液调制，从而得到不同掺杂比例下合成的纳米颗粒形

貌如图8所示。所制备的纳米颗粒形貌上为规则球形，粒径分布较为均匀，随着掺杂比例的

增大，颗粒粒径也有所增加。

[0057]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对于本

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本实用新型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

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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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5 页

10

CN 211755033 U

10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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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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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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