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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一种超细纳米钨粉的水热制备

方法。将分散剂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CTAB、十

二烷基苯磺酸钠SDBS或十二烷基硫酸钠SDS的一

种或多种和偏钨酸铵分别溶于水中，澄清后混合

在一起，用硝酸或盐酸调节pH，用超声处理充分

分散、溶解制得溶液；将其置于反应釜中进行水

热反应；反应后将反应得到的悬浊液过滤、洗涤、

干燥；最后用氢气进行两步还原得到超细纳米钨

粉。用添加分散剂的水热制备法无污染、成本低，

制得的粉末物相纯、团聚小、晶粒小，平均晶粒尺

寸达到10～30nm且晶粒粒度分布极窄。此方法制

备超细纳米钨粉具有显著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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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超细纳米钨粉的水热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分散剂和偏钨酸铵分别溶于去离子水中，待澄清后混合在一起，调pH为2～3后，

以超声功率为150～200W超声处理0.33～1.5h，得到混合溶液；

(2)然后在反应釜中进行水热反应，反应后将悬浊液过滤、洗涤、干燥；

(3)最后用纯净的氢气两步还原得到超细纳米钨粉；

所述步骤(1)中分散剂为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十二烷基硫酸钠

的一种或多种；分散剂的质量为偏钨酸铵质量的2～10％；

所述步骤(1)中偏钨酸铵在混合溶液中的浓度为：0.03～0.1g/mL；用硝酸或盐酸调pH；

所述步骤(2)中反应釜填充量为70～90％；水热反应温度180～190℃，保温时间24～

36h；用去离子水或蒸馏水过滤2～4次；

所述步骤(3)中两步还原的温度和时间分别为：550～650℃，1～2h；700～800℃，1.5～

2.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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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超细纳米钨粉的水热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添加分散剂的超细纳米钨粉的水热制备方法的技术，属于粉体

制备工程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纳米材料比普通多晶材料具有更优异的力学性能，被认为是21世纪应用前景非常

广阔的新型材料。纳米钨粉是制备超细(纳米)钨硬质合金等的材料。它是高质量X光管钨靶

和厚度达微米级的钨箔的原料，另一方面，超细晶粒硬质合金的生产必须采用的超细钨粉

作原料。超细晶粒硬质合金兼有高硬度、耐磨性、红硬性和较高的强韧性，可以解决某些特

殊材料的加工难题，被广泛用于制造金属切削刀具、印刷线路板的微型钻、点阵打印机的针

头等精密工具、精密模具、耐磨零件等。除此之外，纳米钨粉在电子工业、精细化工、表面技

术、航天事业等领域也有着很大的需求。

[0003] 超细纳米粉末一般指的是直径在100nm以下的粉末，具有极高的烧结活性。对纳米

钨粉而言，晶粒越小晶界越多杂质元素分布越均匀，韧脆转变温度也会降低；晶粒越小在高

温时的回复和再结晶受到阻碍，再结晶温度越高，低温脆性越低；晶粒越小，强度硬度、塑性

韧性均会提高。但纳米钨粉越细小，制备越困难。

[0004] 目前超细纳米钨粉的制备方法有传统的高能球磨法、气体蒸发法、自蔓延高温还

原法、钨酸盐法、喷雾干燥法等方法，每种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而水热制备法却鲜有涉

及，也未见用水热法制备10nm左右超细纳米钨粉的相关文献。水热环境下，金属盐溶液会析

出金属氧化物，获得晶粒较小的金属氧化物，后续氢气还原时得到的钨晶粒会更小。水热法

没有引入杂质，晶粒也比较小，但在水热过程中后析出的金属氧化物会沉积在先析出的金

属氧化物晶粒上，引起晶粒的长大和团聚。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加入分散剂制备超细纳米钨

粉的水热制备方法的技术。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加入分散剂制备超细纳米钨粉的水热制

备技术，实现高纯度、均匀性的混合。该技术能够使得到的复合粉末的平均晶粒尺寸最细可

达到10nm左右，并且晶粒大小分布极窄。水热制备的基本原理是偏钨酸铵充分溶解，在高温

高压下水解生成氧化物。

[0006] 加入分散剂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CTAB、十二烷基苯磺酸钠SDBS、十二烷基硫酸

钠SDS，会在氧化钨析出时在表面形成吸附层，形成一层由分散剂组成的膜，使固体颗粒表

面的电荷增加，由于彼此带相同的电荷而相互排斥，提高形成立体阻碍的颗粒间的反作用

力，从而在凝固过程中抑制颗粒团聚，并减少晶粒的长大。用添加分散剂的水热制备法无污

染、成本低，制得的粉末物相纯、团聚小、晶粒小，平均晶粒尺寸达到10～30nm且晶粒粒度分

布极窄。

[0007] 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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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一种超细纳米钨粉的水热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09] (1)将分散剂和偏钨酸铵分别溶于去离子水中，待澄清后混合在一起，调pH为1～3

后，以超声功率为100～200W超声处理0.33～1.5h，得到混合溶液；

[0010] (2)然后在反应釜中进行水热反应，反应后将悬浊液过滤、洗涤、干燥；

[0011] (3)最后用纯净的氢气两步还原得到超细纳米钨粉。

[0012] 所述步骤(1)中分散剂为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CTAB、十二烷基苯磺酸钠SDBS或

十二烷基硫酸钠SDS的一种或多种；分散剂的质量为偏钨酸铵质量的2～10％。

[0013] 所述步骤(1)中偏钨酸铵在混合溶液中的浓度为：0.03～0.1g/mL；用硝酸或盐酸

调pH为1～3。

[0014] 所述步骤(2)中反应釜填充量为70～90％；水热反应温度170～190℃，保温时间24

～36h；用去离子水或蒸馏水过滤2～4次。

[0015] 所述步骤(3)中两步还原的温度和时间分别为：550～650℃，1～2h；700～800℃，

1.5～2.5h。本发明的优点：

[0016] 1、与传统的机械合金化方法相比，水热制备方法可以在保证纯度的基础上，对晶

粒的大小、形状实现精确的调控，且整个过程无污染。

[0017] 2、通过加入不同分散剂的水热制备方法，使晶粒得到了明显细化，最细可以得到

10nm左右的超细纳米钨粉。

[0018] 3、与其它工艺相比，因添加分散剂的水热法制得的粉末晶粒小数十倍且粒度分布

极窄，所以后续煅烧和还原过程中，温度下降100～200℃，所需煅烧和还原时间也相对缩短

0.5～2h，减少了资源的浪费。

[0019] 4、本发明不仅能实现超细纳米钨粉的制备，同时也非常适合单批次大量的粉末制

备。

附图说明

[0020] 图1：实施例1制备的超细纳米钨粉的SEM图片；

[0021] 图2：实施例1制备的超细纳米钨粉的XRD图片；

[0022] 图3：实施例2制备的超细纳米钨粉的SEM图片；

[0023] 图4：实施例4制备的超细纳米钨粉的SEM图片；

[0024] 图5：实施例5制备的超细纳米钨粉的SEM图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通过实例进一步描述本发明的特征，但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下述实例。

[0026] 实施例1

[0027] (1)将0.3g分散剂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CTAB和3g偏钨酸铵AMT分别溶于30mL去

离子水中，待澄清后混合在一起，并用去离子水将其加至100ml(AMT的浓度为0.03g/mL，

CTAB的质量为偏钨酸铵质量的10％)，用硝酸调节pH为1，再用超声处理(超声处理功率为

100W，超声时间1h)充分溶解分散后制得溶液。

[0028] (2)将溶液置于反应釜中，填充量为80％，在180℃进行水热反应，保温24h。

[0029] (3)待反应后将得到的悬浊液过滤并用去离子水洗涤2次，然后在60℃真空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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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

[0030] (4)将粉末在500℃空气气流中煅烧0.5h除掉残余分散剂得到氧化钨粉末。

[0031] (5)将氧化钨粉末在氢气气流进行两步还原(600℃保温1.5h，800℃保温1.5h)得

到超细纳米钨粉。最后将该前驱体粉末在氢气气氛中冷却到室温，得到晶粒尺寸均匀、平均

晶粒尺寸为22.5nm的超细纳米钨粉，表面形貌如图1所示，物相如图2所示。用添加分散剂的

水热法制得的粉末物相纯，没有粒度双峰分布现象，晶粒极小且粒度分度极窄，此方法具有

显著的优势。

[0032] 实施例2

[0033] (1)将0.5g分散剂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CTAB和10g偏钨酸铵AMT分别溶于30mL去

离子水中，待澄清后混合在一起，并用去离子水将其加至100ml(AMT的浓度为0.1g/mL，CTAB

的质量为偏钨酸铵质量的5％)，用硝酸调节pH为2，再用超声处理(超声处理功率为200W，超

声时间0.33h)充分溶解分散后制得溶液。

[0034] (2)将溶液置于反应釜中，填充量为70％，在170℃进行水热反应，保温36h。

[0035] (3)待反应后将得到的悬浊液过滤并用去离子水洗涤3次，然后在60℃真空干燥

8h。

[0036] (4)将粉末在500℃空气气流中煅烧0.5h除掉残余分散剂得到氧化钨粉末。

[0037] (5)将氧化钨粉末在氢气气流进行两步还原(550℃保温2h，700℃保温2h)得到超

细纳米钨粉。最后将该前驱体粉末在氢气气氛中冷却到室温，得到晶粒尺寸均匀、平均晶粒

尺寸为12.5nm的超细纳米钨粉，表面形貌如图3所示。用添加分散剂的水热法制得的粉末物

相纯，没有粒度双峰分布现象，晶粒极小且粒度分度极窄，此方法具有显著的优势。

[0038] 实施例3

[0039] (1)将0.1g十二烷基苯磺酸钠SDBS和5g偏钨酸铵AMT分别溶于30mL去离子水中，待

澄清后混合在一起，并用去离子水将其加至100ml(AMT的浓度为0.05g/mL，CTAB的质量为偏

钨酸铵质量的2％)，用硝酸调节pH为3，再用超声处理(超声处理功率为150W，超声时间

1.5h)充分溶解分散后制得溶液。

[0040] (2)将溶液置于反应釜中，填充量为90％，在190℃进行水热反应，保温24h。

[0041] (3)待反应后将得到的悬浊液过滤并用去离子水洗涤4次，然后在60℃真空干燥

12h。

[0042] (4)将粉末在500℃空气气流中煅烧0.5h除掉残余分散剂得到氧化钨粉末。

[0043] (5)将氧化钨粉末在氢气气流进行两步还原(650℃保温1h，750℃保温1.5h)得到

超细纳米钨粉。最后将该前驱体粉末在氢气气氛中冷却到室温，得到晶粒尺寸均匀、平均晶

粒尺寸为29.5nm的超细纳米钨粉。用添加分散剂的水热法制得的粉末物相纯，没有粒度双

峰分布现象，晶粒极小且粒度分度极窄，此方法具有显著的优势。

[0044] 实施例4

[0045] (1)将0.3g分散剂十二烷基硫酸钠SDS和3g偏钨酸铵AMT分别溶于30mL去离子水

中，待澄清后混合在一起，并用去离子水将其加至100ml(AMT的浓度为0.03g/mL，CTAB的质

量为偏钨酸铵质量的10％)，用盐酸调节pH为1，再用超声处理(超声处理功率为100W，超声

时间1h)充分溶解分散后制得溶液。

[0046] (2)将溶液置于反应釜中，填充量为80％，在180℃进行水热反应，保温3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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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3)待反应后将得到的悬浊液过滤并用蒸馏水洗涤3次，然后在60℃真空干燥8h。

[0048] (4)将粉末在500℃空气气流中煅烧0.5h除掉残余分散剂得到氧化钨粉末。

[0049] (5)将氧化钨粉末在氢气气流进行两步还原(600℃保温1.5h，700℃保温2.5h)得

到超细纳米钨粉。最后将该前驱体粉末在氢气气氛中冷却到室温，得到晶粒尺寸均匀、平均

晶粒尺寸为19.5nm的超细纳米钨粉，表面形貌如图4所示。用添加分散剂的水热法制得的粉

末物相纯，没有粒度双峰分布现象，晶粒极小且粒度分度极窄，此方法具有显著的优势。

[0050] 实施例5

[0051] (1)将0.15g分散剂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CTAB和0.15g分散剂十二烷基硫酸钠

SDS一同溶于30mL去离子水中，再将3g偏钨酸铵AMT溶于另30mL去离子水中，待澄清后将两

份溶液混合在一起，并用去离子水将其加至100ml(AMT的浓度为0.03g/mL，分散剂的质量为

偏钨酸铵质量的10％)，用硝酸调节pH为1，再用超声处理(超声处理功率为100W，超声时间

1h)充分溶解分散后制得溶液。

[0052] (2)将溶液置于反应釜中，填充量为80％，在170℃进行水热反应，保温24h。

[0053] (3)待反应后将得到的悬浊液过滤并用去离子水洗涤3次，然后在60℃真空干燥

8h。

[0054] (4)将粉末在500℃空气气流中煅烧0.5h除掉残余分散剂得到氧化钨粉末。

[0055] (5)将氧化钨粉末在氢气气流进行两步还原(600℃保温1.5h，800℃保温1.5h)得

到超细纳米钨粉。最后将该前驱体粉末在氢气气氛中冷却到室温，得到晶粒尺寸均匀、平均

晶粒尺寸为18.9nm的超细纳米钨粉，表面形貌如图5所示。用添加分散剂的水热法制得的粉

末物相纯，没有粒度双峰分布现象，晶粒极小且粒度分度极窄，此方法具有显著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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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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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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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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