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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及
其制备方法和应用。所述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
的组成为Cd5 (PO4) 3OH，
直径为2～100 nm，
长度为
10～100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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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
其特征在于，
所述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的组成为Cd 5
(PO4) 3OH，
直径为2～100 nm，
长度为10～1000μm。
其特征在于，
包括：
2 .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的制备方法，
（1）在搅拌下，
将水溶性镉盐水溶液加入到油酸盐水溶液中 ，
再加入水溶性磷源水溶
液，
得到前驱体悬浮液；
（2）将前驱体悬浮液倒入高温高压反应釜中并密封，
然后在100～250℃的温度下进行
水热处理1小时～72小时，
得到产物；
（3）将所得产物分离，
用乙醇和水洗涤得到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油酸盐为油酸钠、油酸钾、油酸铵
中的至少一种，油酸盐在前驱体悬浮液中的浓度为0 .01～5摩尔/升，
优选为0 .1～2摩尔/
升。
4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水溶性磷酸盐包括但不局限于磷
酸钠、磷酸二氢钠、磷酸氢二钠、三聚磷酸钠、六偏磷酸钠、磷酸钾、磷酸氢二钾、磷酸二氢
钾、三聚磷酸钾、六偏磷酸钾、磷酸铵、磷酸氢二铵、磷酸二氢铵、三聚磷酸铵、六偏磷酸铵
和/或以上化合物的水合物中的至少一种；
所述水溶性磷酸盐在前驱体悬浮液中的摩尔浓
度为0 .01～10摩尔/升，
优选为0 .02～2摩尔/升。
5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水溶性镉盐为氯化镉、硝酸镉、硫
酸镉、
醋酸镉和/或以上化合物的水合物中的至少一种；
所述水溶性镉盐在前驱体悬浮液中
的浓度为0 .01～10摩尔/升，
优选为0 .02～2摩尔/升。
6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油酸盐与水溶性镉盐的摩尔比为
1:10～20:1，
优选为1:4～6:1。
7 .根据权利要求2‑6中任一项所述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水溶性镉盐和水溶性
磷酸盐的摩尔比为1:10～10:1，
优选为1:2～2:1。
8 .一种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耐火纸，
其特征在于，
由权利要求1所述的羟基磷酸镉超
长纳米线真空抽滤后得到。
9 .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在耐火材料、
电子器件、
光催化和能源
领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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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属于纳米材料制备
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在碱式磷酸盐中，
羟基磷酸镉(Cd 5 (PO4) 3 (OH))因其结构特性、
热行为以及光谱特
性等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
研究人员通过不同方法合成了不同形貌的羟基磷酸镉材料，
如
针状形貌或柱状形貌，
此外还研究了羟基磷酸镉材料的形貌、
结晶度、
晶相等与制备条件之
间的关系。但是，
到目前为止文献中未见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的报道。
[0003] 羟基磷酸镉可用作催化剂、
精细化学品、
药物中间体和材料中间体；
也可以用作磷
光材料，
具有特殊的光学性质。
因此，
研究羟基磷酸镉材料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应用价值。
发明内容
[0004] 为此，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0005] 一方面，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
所述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
长度为10～1000μm。
的组成为Cd5 (PO4) 3OH，
直径为2～100nm，
[0006] 较佳的，
长度为200～1000μm。
所述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的直径为2～100nm，
[0007]
另一方面，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的制备方法，
包括：
(1)在搅拌下，
先将油酸盐加入到水溶性镉盐水溶液中 ，
再加入水溶性磷源水溶
液，
得到前驱体悬浮液；
(2)将前驱体悬浮液倒入高温高压反应釜中并密封，
然后在100～250℃的温度下
进行水热处理1小时～72小时，
得到产物；
(3)将所得产物分离，
用乙醇和水洗涤得到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
[0008] 在本发明中，
以水溶性镉盐作为镉源，
以水溶性磷酸盐作为磷源，
以油酸盐作为反
应物和乳化剂，
以水作为溶剂，
在室温混合并搅拌后得到反应前驱体悬浮液；
将反应前驱体
悬浮液进行水热处理，
经分离，
并用乙醇和水洗涤得到所述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
[0009] 较佳的，
所述油酸盐为油酸钠、油酸钾、油酸铵中的至少一种；
油酸盐在前驱体悬
浮液中的浓度为0 .01～5摩尔/升，
优选为0 .1～2摩尔/升。
[0010] 较佳的，
所述水溶性磷酸盐包括但不局限于磷酸钠、磷酸二氢钠、磷酸氢二钠、三
聚磷酸钠、六偏磷酸钠、磷酸钾、磷酸氢二钾、磷酸二氢钾、三聚磷酸钾、六偏磷酸钾、磷酸
铵、
磷酸氢二铵、
磷酸二氢铵、
三聚磷酸铵、
六偏磷酸铵和/或以上化合物的水合物中的至少
一种；
所述水溶性磷酸盐在前驱体悬浮液中的摩尔浓度为0 .01～10摩尔/升，
优选为0 .02～
2摩尔/升。
[0011] 较佳的，
所述水溶性镉盐为氯化镉、硝酸镉、
硫酸镉、
醋酸镉和/或以上化合物的水
合物中的至少一种；
所述水溶性镉盐在前驱体悬浮液中的浓度为0 .01～10摩尔/升，
优选为
0 .02～2摩尔/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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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佳的，
所述油酸盐与水溶性镉盐的摩尔比为1:10～20:1，
优选为1:4～6:1。
较佳的，
所述水溶性镉盐和水溶性磷酸盐的摩尔比为1:10～10:1，
优选为1:2～2:

1。
所述水热处理温度为100～250℃，
水热处理时间为1小时～72小时；
较佳的，
水热
处理温度为180～210℃，
水热处理时间为15～36小时。
[0015] 在本发明中，
前驱体悬浮液经过水热处理后得到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用乙醇
和水洗涤的次数根据需要确定，
一般用乙醇和水各洗涤2～3次。
[0016] 再一方面，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在耐火材料、
电子器件、
光催
化和能源领域中的应用。其中，
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耐火纸，
可由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
真空抽滤后得到。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耐火纸的厚度范围可为20～2000μm，
优选为100～
500μm。
[0017] 有益效果：
本发明中，
采用油酸盐制备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
具有工艺简单、
成本低廉等优
点，
是一种适合规模化生产的制备方法。本发明制备的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具有超高的
长径比 ，
柔韧性好，
可用于制备高强度、
高柔韧性的无机耐火纸以及三维羟基磷酸镉纳米结
构材料，
在耐火材料、
电子器件、
光催化、
能源等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超长纳米线在众
多形貌中，
由于其超高的长径比，
可以作为理想的二维膜材料和三维体材料的构筑单元。
[0014]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实施例1制备的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的扫描电子显微(SEM)图；
图2为实施例1制备的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的X射线衍射(XRD)图；
图3为实施例2制备的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的扫描电子显微(SEM)图；
图4为实施例3制备的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的扫描电子显微(SEM)图；
图5为实施例4制备的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的扫描电子显微(SEM)图；
图6为实施例4制备的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作为原料，
通过抽滤法制备的新型耐
火纸的扫描电子显微(SEM)图；
图7为实施例4合成的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基耐火纸的数码图片；
图8为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基耐火纸的耐火实验数码图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通过下述实施方式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应理解，
下述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本发明，
而非限制本发明。
[0020]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的制备方法，
该方法以油酸盐作为反应
以水溶性磷酸盐作为磷源，
以水作为溶剂，
在室温将
物和乳化剂，
以水溶性镉盐作为镉源，
各个水溶液混合并搅拌后，
得到反应前驱体悬浮液；
将所得反应前驱体悬浮液进行水热处
理，
经分离，
并用乙醇和水洗涤得到所述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
[0021] 本发明所制备的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的组成为Cd (PO ) OH，
纳米线的直径可为
5
4 3
2～100纳米、
长度可为10～1000微米。
[0022] 在本发明中，
所述油酸盐为油酸钠、油酸钾、油酸铵中的至少一种，
油酸盐在反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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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驱体悬浮液中的浓度为0 .01～5摩尔/升，
优选为0 .1～2摩尔/升。可采用一种油酸盐，
也
可采用二种或二种以上的油酸盐混合物制备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
[0023] 所述水溶性镉盐包括但不局限于氯化镉、
硝酸镉、
醋酸镉、
硫酸镉和/或其水合物，
应理解可采用一种水溶性镉盐，
也可采用二种或二种以上水溶性镉盐的混合物；
此外，
还可
以采用水溶性镉盐的水合物，
例如CdCl2·2 .5H2O。所述水溶性镉盐在反应前驱体悬浮液中
的摩尔浓度为0 .01～10摩尔/升，
优选为0 .02～2摩尔/升。
[0024] 所述水溶性磷源包括但不局限于磷酸钠、
磷酸二氢钠、磷酸氢二钠、三聚磷酸钠、
六偏磷酸钠、
磷酸钾、
磷酸氢二钾、
磷酸二氢钾、
三聚磷酸钾、
六偏磷酸钾、
磷酸铵、
磷酸氢二
铵、
磷酸二氢铵、
三聚磷酸铵、
六偏磷酸铵和/或以上化合物的水合物，
可采用一种水溶性磷
酸盐，
也可采用二种或二种以上水溶性磷酸盐的混合物；
此外，
可以采用水溶性磷酸盐的水
合物，
例如NaH2PO4·2H2O。所述水溶性磷酸盐在反应前驱体悬浮液中的摩尔浓度为0 .01～
10摩尔/升，
优选为0 .02～2摩尔/升。
[0025] 在可选的实施方式中，
所述油酸盐与水溶性镉盐的摩尔比可为1:10～20:1，
优选
为1:4～6:1。
[0026] 在可选的实施方式中，
所述水溶性镉盐和水溶性磷酸盐的摩尔比可为1:10～10:
1，
优选为1:2～2:1。
[0027] 在可选的实施方式中，
所述水热处理的温度可为100～250℃，
优选为180～210℃。
[0028] 在可选的实施方式中，
所述水热处理的时间可为1～72小时，
优选为15～36小时。
[0029] 在本发明中，
水热处理后得到的产物经分离并用乙醇和水洗涤得到羟基磷酸镉超
长纳米线；
分离的方法包括离心分离、过滤分离、
静置沉淀分离等；用乙醇和水洗涤的次数
根据需要确定，
一般用乙醇和水各洗涤2～3次。
[0030] 下面进一步例举实施例以详细说明本发明。
同样应理解，
以下实施例只用于对本
发明进行进一步说明，
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制，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根据本发
明的上述内容作出的一些非本质的改进和调整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下述示例中具体
的工艺参数等也仅是合适范围中的一个示例，
即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通过本文的说明做合
适范围内的选择，
而并非要限定于下文示例的具体数值。
[0031] 实施例1
在室温下，
将0 .475克CdCl2·2 .5H2O溶于25毫升去离子水中形成溶液A；
将2 .436克油酸钠溶于25毫升去离子水中形成溶液B；
在搅拌下，
将溶液A逐滴滴加到溶液B中，
在室温下搅拌20分钟后，加入25毫升含
0 .281g二水合磷酸二氢钠的水溶液，
得到反应前驱体悬浮液；
再将反应前驱体悬浮液转入100毫升反应釜中、密封，
在180℃水热处理24小时，
然
后自然冷却到室温；
将产物离心分离，
并用乙醇和去离子水各洗涤2次，
得到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
如附图1可以看出，
在多数情况下多个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沿着长度方向自组装成为羟
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束。X射线衍射(XRD)结果显示产物的成分为羟基磷酸镉，
如附图2所
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
所制备的羟基磷酸镉与标准卡片PDF#14‑0302的谱图高度吻合，
属于
六方晶系。
[0032] 实施例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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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室温下，
将0 .475克CdCl2·2 .5H2O溶于25毫升去离子水中形成溶液A；
将2 .741克油酸钠溶于25毫升去离子水中形成溶液B；
在搅拌下，
将溶液A逐滴滴加到溶液B中，
在室温下搅拌20分钟后，加入25毫升含
0 .281g二水合磷酸二氢钠水溶液，
得到反应前驱体悬浮液；
再将反应前驱体悬浮液转入100毫升反应釜中、密封，
在180℃水热处理24小时，
然
后自然冷却到室温；
将产物离心分离，
并用乙醇和去离子水各洗涤2次，
得到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
如附图3所示。
[0033] 实施例3
在室温下，
将0 .475克CdCl2·2 .5H2O溶于25毫升去离子水中形成溶液A；
将3 .046克油酸钠溶于25毫升去离子水中形成溶液B；
在搅拌下，
将溶液A逐滴滴加到溶液B中，
在室温下搅拌20分钟后，加入25毫升含
0 .281g二水合磷酸二氢钠水溶液，
得到反应前驱体悬浮液；
再将反应前驱体悬浮液转入100毫升反应釜中、密封，
在180℃水热处理24小时，
然
后自然冷却到室温；
将产物离心分离，
并用乙醇和去离子水各洗涤2次，
得到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
如附图4所示。
[0034] 实施例4
在室温下，
将0 .475克CdCl2·2 .5H2O溶于25毫升去离子水中形成溶液A；
将2 .436克油酸钠溶于25毫升去离子水中形成溶液B；
在搅拌下，
将溶液A逐滴滴加到溶液B中，
在室温下搅拌20分钟后，加入25毫升含
0 .281g二水合磷酸二氢钠水溶液，
得到反应前驱体悬浮液；
再将反应前驱体悬浮液转入100毫升反应釜中、密封，
在200℃水热处理36小时，
然
后自然冷却到室温；
将产物离心分离，
并用乙醇和去离子水各洗涤2次，
得到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
如附图5所示。
[0035] 采用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作为原料，
通过真空抽滤法制备了羟基磷酸镉超长纳
米线耐火纸，
耐火纸的扫描电子显微照片如附图6所示。
由图6可以看出，
羟基磷酸镉超长纳
米线相互组装堆叠形成了结构致密的耐火纸。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耐火纸的尺寸如附图
7所示，
为直径约等于9 .4cm的圆形，
用裁纸机剪裁成7 .3cm×2 .1cm×0 .059mm尺寸的长条进
行耐火实验，
结果如附图8所示，
将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耐火纸在酒精灯火焰上灼烧，
耐
火纸只出现了少量的碳化现象(由于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表面有少量油酸基团的吸附) ，
并未燃烧，
具有良好的耐火阻燃性能。
[0036] 产业应用性：
本发明的制备方法具有工艺简单、成本低廉等优点，
有望规模化生
产。本发明制备的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是构建宏观组装的二维薄膜或三维块体功能材料
的优良原材料。本发明制备的羟基磷酸镉超长纳米线可用于制备高柔韧性的无机耐火纸以
及高性能三维功能材料，
在耐火材料、
电子器件、
光催化和能源等领域中具有良好的应用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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