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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热合成 Cs0.32WO3 纳米粒子的结构特点 

及其近红外吸收特性 
 

林树莹 1，张晓强 1，黄 悦 1, 2，周忠华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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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钨酸钠和碳酸铯为原料，以 D-苹果酸为还原剂，采用水热法成功合成了棒状

Cs0.32WO3 纳米粒子，并通过共混法将合成的 Cs0.32WO3 纳米粒子与 SiO2 溶胶混合，在玻璃

基板上制备了透明隔热涂层。采用 XRD、SEM 及紫外-可见-近红外漫反射吸收光谱对其进

行表征，考察了粉体结晶度和微观形貌等结构特点对其近红外吸收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

在水热合成过程中，原料的 Cs/ W 比（摩尔比）为 0.5 时，可促进六方晶型 Cs0.32WO3纳米

粒子的生成；随着反应时间的增加，Cs0.32WO3 纳米粒子形貌由不规则形状逐渐变成棒状形

状；所得 Cs0.32WO3 纳米粒子的近红外吸收能力，随结晶度提高而提高，并且随纳米棒状形

貌的形成而大幅提高。利用该纳米粒子试制的隔热玻璃的可见光透过率保持在 71.6%，而近

红外光透过率仅为 10.2%，展现出优异的近红外屏蔽性能，表明 Cs0.32WO3纳米材料在汽车

及建筑玻璃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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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光区（380 ~ 780 nm）和近红外光区（780 ~ 2 500 nm）集中了太阳光谱中极大部分

能量，其中，近红外光因其明显的热效应，不仅会使人体皮肤产生灼热感，且易造成室内或

车内温度升高，导致空调耗能，因此，车窗玻璃、建筑玻璃需要保持可见光高透过的同时，

尽可能地屏蔽近红外光。近年来，探究新型的环保热屏蔽材料始终是研究者追逐的目标，具

有可见光高透过性，同时能有效地吸收或反射近红外光的纳米粉体及功能薄膜材料，在绿色

建筑节能和汽车玻璃隔热领域具有十分广泛的应用前景[1]。 

透明导电薄膜如铟锡氧化物（ITOs）和锑掺杂氧化锡（ATOs）薄膜已应用于透明隔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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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但它只能隔绝波长大于 1 500 nm 的近红外光[2]。最近，Pen 等[3]报道，铯钨青铜（CsxWO3，

0＜ x＜ 1）是一种非化学计量的窄带隙半导体材料，具有高可见光透过率并且对波长 λ 大

于 1 100 nm 的光能够产生强烈吸收。CsxWO3与 ITOs、ATOs 相比，其近红外吸收峰出现蓝

移，因此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探索环境友好的制备方法和提高隔热性能是 CsxWO3 的研究热点。CsxWO3中 W 的价态

低于+6 价，需要在还原气氛下合成。首先在制备方法方面，Takeda 等[4]将铯盐和钨酸铵混

合水溶液烘干，然后在 H2气氛下经 800 ℃高温热处理得到 Cs0.32WO3纳米粉体，该制备工

艺繁琐且原材料利用率低。Guo 等[5]以氯化钨和氢氧化铯为原料，以乙酸为还原剂，用溶剂

热法制备了 Cs0.32WO3 粉体，然而，原材料氯化钨既昂贵且具有毒性，限制了该制备工艺的

发展；Liu 等[6]以钨酸钠和碳酸铯为原料，以柠檬酸为还原剂，通过水热法制备了 Cs0.32WO3

粉体；但是得到的 Cs0.32WO3粉体，形貌为不规则团聚粒子，其隔热性能有待提高。苹果酸

具有两个羧基和一个羟基基团，结构上与柠檬酸相似，但据作者所知，尚无以苹果酸为还原

剂水热法制备 Cs0.32WO3粉体的报道。其次，在提高隔热性能方面，Mattox 等[7]指出载流子

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是钨青铜型 CsxWO3具有近红外吸收功能的主要原因，其形貌对局域表面

等离子共振（local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LSPR）有重要影响；Liu 等[8]进一步通过添加

HF，水热合成了 F 掺杂 CsxWO3 纳米棒状粉体，发现棒状结构具有更好的隔热性能，F 的掺

杂促进了棒状结构的生成；但是 HF 对环境有害，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索新的 Cs0.32WO3纳米

粉体的制备工艺、结构特点及其近红外吸收影响因素。 

 

2.  实  验 

2.1  Cs0.32WO3纳米粒子的水热法合成 

先将钨酸钠充分溶于 20 mL蒸馏水中，用强酸型苯乙烯阳离子交换树脂进行离子交换；

再用 30 mL 蒸馏水冲洗树脂柱获得浓度为 0.53 mol/ L 的黄色钨酸溶液，按照 Cs/ W 比（摩

尔比，下同）分别为 0.1，0.2，0.3，0.4，0.5 和 0.6 在溶液中加入碳酸铯，然后添加 D-苹果

酸调节 pH 值至 1。将所得溶液倒入聚四氟乙烯高压釜中，在 175 ℃下进行水热反应，设置

反应时间分别为 24，48 和 72 h。离心处理取出沉淀物，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洗涤数次，

再在 80 ℃下干燥 2 h；最后使用玛瑙研钵进行研磨得到粉末样品。 

2.2  透明薄膜涂层及隔热玻璃的制备 

为了评估 Cs0.32WO3的近红外屏蔽性能，通过将 2 mL Cs0.32WO3 粉体的乙醇分散液（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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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量分数为 30.8 %）和 8 mLSiO2 溶胶成膜剂搅拌 30 min 得到涂料，以商用的、浮法制备

的、含铁的钠钙硅酸盐汽车绿玻原片（3.2 mm Solar Green Glass，3.2SG 玻璃，福耀集团提

供）为玻璃基板，将涂料旋涂（转速为 250 r/ min，时间为 30 s）在基板上，200 ℃下烘干

30 min，制得 Cs0.32WO3 透明隔热玻璃样品。SiO2溶胶成膜剂，制备方法参照我们以前的报

道[9]，由正硅酸乙酯在硝酸的水-乙醇溶液中水解而得，其中添加了偶联剂 KH 560 作为粘结

剂（添加量 3%（质量分数））。  

2.3  测试与表征 

Bruker AXS（D8 advance）XRD 被用来分析所得粉体的晶体结构：（Cu，Kα）λ = 0.154 

nm，管电压 40 kV，管电流 40 mA，使用步进扫描方式，步长 0.0167 o，每步停留 0.1 s，扫

描范围在 10°~ 80°；日立 SU-70 SEM 被用来表征所得粉体的形貌：加速电压 10 kV；用

Cary 5000 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表征所得粉体的吸光度：测试范围 380 ~ 2 500 nm，600 

nm/min。用 Lambda 950（lambda 950，Perkin Elmer）检测隔热玻璃样品的紫外-可见-近红外

光谱：测试范围 250 ~ 2 500 nm。利用白光干涉膜厚仪（FTM-Lite UVNIR）测得该隔热玻璃

表面 Cs0.32WO3涂层膜厚。 

3.  结果与讨论 

3.1  原料 Cs/ W 比对结晶度和吸光性能的影响 

图 1（a）为按照 Cs/ W 比为 0.1，0.2，0.3，0.4，0.5 和 0.6 添加 Cs2CO3得到粉末样品

的 XRD 图谱。Cs/ W 比为 0.1 和 0.2 时，可知六方晶型的 Cs0.32WO3（JCPDS No.83-1334）

和 WO3（JCPDS No.72-2141）两个混合相的存在，体系中 Cs+含量较低，未掺杂完全，铯钨

青铜结构中自由载流子浓度较低。Cs/ W 比为 0.3，0.4，0.5 和 0.6 样品的衍射峰则与 Cs0.32WO3

（JCPDS No.83-1334）完全对应，没有多余杂峰，证实为 Cs0.32WO3 结构；理论上，Cs0.32WO3

粉体的晶粒尺寸、形貌以及结晶度对其吸光性能影响很大。为了更好的对比结晶度，本实验

采用 SiC 做为校正标准物，对所得产物的结晶度进行校正，校正结果如图 1（b）。校正的实

验方法如下：将所要表征的 Cs0.32WO3 粉体与商用 SiC（99.9%纳米碳化硅）粉体按照 1:2 的

质量比混合，再在玛瑙研钵中充分研磨均匀，定量取出混合粉末进行 XRD 表征。选择 SiC

作为校准物质的理由如下：SiC 的衍射峰较少（图 1(b)中的 SiC 标准卡片（JSPDF 

NO.29-1129）），且其衍射峰与本文探究的产物 Cs0.32WO3 衍射峰不相重合。本实验通过将

Cs0.32WO3的 XRD 主衍射峰（2θ = 27.77°）与校准物质 SiC 主衍射峰（2 = 35.7°）对比可以

更直观的显示其结晶度的变化。根据校正结果可知，Cs/ W 比在 0.1 ~ 0.5 范围时，目标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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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0.32WO3 的主衍射峰随原料中 Cs 浓度的增大而增强，说明制备的 Cs0.32WO3 结晶度随 Cs

浓度增大而增强，当 Cs/ W 比为 0.5 时，主衍射峰最为尖锐且强度最高，表明该条件下合成

的 Cs0.32WO3 结晶度最高；当 Cs/ W 比为 0.6 时，主衍射峰强度开始下降，表明结晶度开始

下降。 

 

（a）未经 SiC 校正；（b）经 SiC 校正. 

图 1  不同 Cs/ W 比合成产物的 XRD 谱图 

Fig.1  XRD patterns of the products obtained with different Cs/ W molar ratio 

 

图 2 为原料 Cs/ W 比在 0.1 ~ 0.6 得到的粉体的紫外-可见-近红外漫反射吸光度谱。可以

看出，Cs/ W 比在 0.1 ~ 0.5 范围内，样品的近红外吸光度（即近红外屏蔽性能），随 Cs 浓度

的增大而增强，Cs/ W 比为 0.5 时达到极大，为 1.85，Cs/ W 比为 0.6 时有所下降。近红外屏

蔽性能随原料 Cs/ W 比的变化趋势，与结晶度的变化趋势一致。随着 Cs 掺杂量的增加，铯

钨青铜结构中的自由载流子含量也逐渐增加，所得 Cs0.32WO3 的结晶度越高，晶体结构越完

整。由于 Cs0.32WO3 的近红外的吸收率与自由载流子的等离子体共振密切相关[8]，当自由载

流子浓度增加，其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效果越强，因此 Cs0.32WO3 的近红外屏蔽性能越强。Cs/ 

W 比为 0.5 时得到的 Cs0.32WO3样品具有高浓度自由载流子，结晶度最高，近红外屏蔽性能

最佳，而当 Cs/ W 比为 0.6 时，其近红外屏蔽性能略低，这可能是由于结晶度较低且过量添

加 Cs2CO3 导致反应活性降低，产生 W 缺陷所致[10]。此外，由于铯离子半径为 0.17 nm，钨

青铜六方隧道的尺寸为 0.163 nm，两者尺寸相近，Cs+可以稳定嵌入六方钨青铜隧道，在形

成的铯钨青铜结构中不会轻易流失，因此所制得的 Cs0.32WO3 纳米粉体化学性能及物理性能

均较为稳定[11]。 

厦
门
大
学
学
报
（
自
然
科
学
版
）



 

图 2  不同 Cs/ W 比合成产物的的漫反射吸收图谱 

Fig.2  Diffuse reflectance absorption spectra of the products obtained with different Cs/ W molar ratio 

 

3.2  水热反应时间对微观结构和吸光性能的影响 

图 3 中（a），（b）所示分别为原料 Cs/ W 比为 0.5，以 D-苹果酸为还原剂，在 175 ℃下，

分别反应 24，48 和 72 h 合成的 Cs0.32WO3 粉体校正前和校正后的 XRD 谱图。由图 3（a）

可知，所有样品的衍射峰均与 Cs0.32WO3（JCPDS No.83-1334）对应，没有杂峰，利用校准

物质 SiC 校正产物结晶度，结果如图 3（b）所示，随水热时间延长，Cs0.32WO3样品的 XRD

衍射主峰（2θ = 27.77°）逐渐增强，结晶度提高。观察 Cs0.32WO3的 SEM 图，反应 24 h 时

出现不规则团聚颗粒（图 3(c)）；反应 48 h 时不规则颗粒状和棒状结构共存（图 3(d)）；进一

步延长反应时间至 72 h 时，不规则颗粒状逐渐消失，出现直径约 50 nm、长度约 1 μm 的长

棒状结构（图 3(e)）。结合 XRD 表征结果证实了具有较大纵横比的 Cs0.32WO3其衍射峰强度

越强这一结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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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产物未经 SiC 校正的 XRD 谱图；（b）产物经 SiC 校正后的 XRD 谱图；（c）,（d）和（e）水热反应

时间分别为 24，48 和 72 h 的 SEM 图. 

图 3  不同反应时间得到产物的 XRD 谱图和 SEM 图 

Fig.3  XRD patterns and SEM images of the products obtains at different reaction time  

 

图 4 是原料 Cs/ W 比为 0.5，以 D-苹果酸为还原剂，在 175 ℃下反应 24，48 和 72 h 合

成的 Cs0.32WO3粉体的紫外-可见-近红外漫反射吸收光谱。表明所得Cs0.32WO3粉体在 1 000 ~ 

2 500 nm 波段处具有较强的吸收能力，且随着反应时间的延长，其吸收能力明显增强。另外，

水热反应 72 h 所得的 Cs0.32WO3在 1 314 nm 波段具有强烈的吸收，其吸光度接近 1.9，而水

热反应 24 h 所得无定型 Cs0.32WO3纳米粉体在此波段的吸光度为 1.06，表明棒状结构的生成

使 Cs0.32WO3 的近红外吸光度大幅提高。本实验通过添加 D-苹果酸调节 Cs0.32WO3的微观形

貌，促进棒状结构生成。苹果酸中的羧基基团和羟基基团可以与钨酸形成钨氧配合物，从而

强烈地与平行于 c 轴的晶面连结，这种选择性覆盖将驱使晶核添加到其他晶面[13]，因此，

晶体优先沿着六方晶相生长，产生纳米棒状结构。这也是本实验选择苹果酸做为还原剂的主

要原因。因为表面等离子共振除了受自由载流子浓度的影响，还与纳米结构的微观形貌密切

相关[14]，表面等离子沿着纳米棒晶体的长度和宽度分别产生纵向共振和横向共振，棒状结

构所产生的等离子体共振效果更强，因此纵横比越大，粉体的吸光度越大[15]。综上所述，

所得 Cs0.32WO3粉体的吸光度与其结晶度和微观结构等因素密切相关，Cs0.32WO3 的近红外屏

蔽性能随自由载流子浓度及结晶度提高而增强，并且随纳米棒状形貌的形成而大幅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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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反应时间得到产物的紫外-可见-近红外漫反射吸收光谱 

Fig.4  Diffuse reflectance UV-Vis-NIR absorption spectra of the products obtains at different reaction time 

 

为了探索所合成 Cs0.32WO3棒状纳米粉体（Cs/ W 比为 0.5，以 D-苹果酸为还原剂，在

175 ℃下水热反应 72 h 合成）中元素的化学状态，对其进行 XPS 分析。图 5(a)为 Cs0.32WO3

的宽程 XPS 图谱，其中结合能 36 eV 附近对应 W4f能级，284 eV 附近对应 C1s 能级，530 eV

附近对应 O1s能级，724 eV 和 738 eV 附近对应 Cs3d能级[9]，说明 W、C、O 和 Cs 4 种元素

存在于产物中，而其中 C 主要来源于测量时仪器、环境等的影响。可以发现，除了上述四

种元素特征峰之外，并未出现其他元素的特征峰，结合 XRD 衍射图谱进一步说明本实验制

得的产物纯度较高。图 5(b)为 Cs0.32WO3 的高分辨 Cs3d XPS 图谱，在结合能为 724 eV 和 738 

eV 附近都有特征峰，对照结合能表，可知对应的是 Cs3d 能级信号，证明 Cs 已稳定地掺杂

进入钨青铜结构。图 5(c)为 Cs0.32WO3 的高分辨 W4f XPS 图谱，通过对 W4f轨道进行分峰拟

合处理，可以看出产物中 W 以 W5+和 W6+两种状态存在，其中 W5+两个峰对应的结合能为

34.5 和 36.7 eV，W6+两个峰对应的结合能为 35.8 和 37.9 eV，与参考文献结论一致[16]。通过

计算 W5+对应的两个拟合峰峰面积与 W4f拟合峰峰面积之比，求得产物中 W5+/W 的原子比

为 0.36，即 CsxWO3 中 x 的取值为 0.36，与理论值 0.32 不完全一致，这是由于仪器误差所造

成，属于允许的误差范围。 厦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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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s0.32WO3 的宽程 XPS 谱图；（b）高分辨 Cs3d XPS 谱图；（c）高分辨 W4f XPS 谱图. 

图 5  Cs0.32WO3 的 XPS 分析图 

Fig.5  XPS spectra of Cs0.32WO 

 

3.3   Cs0.32WO3透明涂层及隔热玻璃的近红外屏蔽性能 

采用共混法将上述水热合成得到的 Cs0.32WO3棒状纳米粉体分散之后与 SiO2溶胶混合，

旋涂于 3.2 mm SG 玻璃基底上制备 Cs0.32WO3透明隔热玻璃（白光干涉膜厚仪测定涂层厚度

为 4.80 μm）。采用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计进行表征，图 6(a)为未涂覆涂层的玻璃基底，

图 6(b)为涂覆一层 SiO2溶胶涂层的玻璃，图 6(c)为具有 Cs0.32WO3透明涂层的隔热玻璃。可

以看出，未添加 Cs0.32WO3的空白 SiO2 溶胶涂层对玻璃基底的光学透光性并未产生影响，而

添加了 Cs0.32WO3 的透明隔热涂层却可以有效改善玻璃基底对光的选择透过性。相比于未涂

覆涂层的玻璃基底（图 6(a)）和涂覆了 SiO2 溶胶涂层的玻璃（图 6(b)），Cs0.32WO3透明隔热

玻璃（图 6(c)）仍然保持较高的可见光透过率，近红外光透过率却大幅降低。表 1 为三者的

紫外透过率(TUV)、可见光透过率(TL)和近红外透过率(TNIR)。Cs0.32WO3透明隔热玻璃样片的

TL高达 71.6%，而 TNIR降至 10.2%，相比于 3.2 mm SG 玻璃，近红外透过率降低了 17.3 个

百分点，表明，制备所得的 Cs0.32WO3 薄膜具有高透明和高近红外屏蔽性能。图 6(d)为

厦
门
大
学
学
报
（
自
然
科
学
版
）



Cs0.32WO3透明隔热玻璃样品的反射光谱，在 250 ~ 2 500 nm波段内玻璃样品的反射率很低，

表明，Cs0.32WO3粉体的近红外屏蔽能力，是基于吸收而非反射。 

 

图 6  空白玻璃（a），SiO2 溶胶涂层玻璃（b）和 Cs0.32WO3透明隔热玻璃（c）的透过光谱及 Cs0.32WO3 透

明涂层隔热玻璃的反射光谱（d） 

Fig.6  transmittance spectra of blank glass（a），glass with SiO2 sol coating（b）, NIR-cut glass with Cs0.32WO3 

transparent coating（c）and reflectance spectra of NIR-cut glass with Cs0.32WO3 transparent coating（d） 

 

表 1  空白玻璃（a），SiO2 溶胶涂层玻璃（b）和 Cs0.32WO3透明涂层隔热玻璃（c）的紫外-可见-近红外透

过率 

Tab.1  UV, Visible light and near infrared transmission data of blank glass（a），glass with SiO2 sol coating（b）

and NIR-cut glass with Cs0.32WO3 transparent coating（c） 

样品 
透过率（T） 

TUV(250~380nm) /% TL(380~780nm) /% TNIR(780~2500nm) /% 

(a)空白玻璃 26.1 75.1 27.5 

(b)SiO2 溶胶涂层玻璃 22.4 75.0 27.0 

(c)Cs0.32WO3 透明隔热玻璃 14.2 71.6 10.2 

注：T 表示透过率，下标 UV 表示紫外光波段，L 表示可见光波段，NIR 表示近红外光波段。 

图 7 为具有 Cs0.32WO3 透明涂层的隔热玻璃的 SEM 截面图，可知涂层厚度约为 4.8 μm，

与白光干涉膜厚仪测量数据基本一致。由 SEM 截面图可看出涂层均匀且致密地附着于玻璃

基底之上，被观察区域的厚度均匀。膜层与玻璃之间界面清晰、平整，界面处无明显裂纹、

空洞或空隙等缺陷，表明玻璃与膜层之间结合力优异；透明隔热涂层与玻璃基板界面的结合

力，根据 JIS K 5600-5-6 规定方法，采用（1.00 ± 0.01）mm 百格刀，进行了测试，结果如图

8 所示，100 个格子中无一脱落，表明界面牢固结合，与图 7 结果相对应。这是由于 Cs0.32WO3

透明隔热涂层选用的成膜物的主要成分与玻璃基底的主要成分相同，均为二氧化硅，Si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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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胶与玻璃表面之间形成-Si-O-Si-化学键，在化学键的作用下紧密结合。 

 

图 7  具有 Cs0.32WO3 透明涂层的隔热玻璃涂层断面的 SEM 图 

Fig.7  SEM images of the cross section of NIR-cut glass with Cs0.32WO3 coating  

 

 

图 8 Cs0.32WO3 透明隔热玻璃涂层的百格刀试验 

Fig 8 Cross-cut test of Cs0.32WO3 coating on glass substrate 

 

4. 结  论 

采用钨酸钠和碳酸铯为原料，按照 Cs/ W 比为 0.5 进行原料添加，以 D-苹果酸为还原

剂，在 175 ℃下水热反应 72 h，成功合成了具有优异的近红外吸收性能的 Cs0.32WO3 棒状纳

米粒子，其近红外吸收能力的提高，与结晶度的提高、棒状结构的生成以及自由载流子浓度

提高有关。采用所合成的Cs0.32WO3棒状纳米粉试制了具有Cs0.32WO3透明涂层的隔热玻璃，

相较于空白玻璃基底，其可见光的透过率保持在 71.6%，近红外光透过率降低至 10.2%，展

现出优异的光学选择透过性及近红外屏蔽性能，有望在汽车玻璃及建筑窗玻璃上得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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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r-infrared Absorption Properties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Hydrothermally Synthesized Cs0.32WO3 

Nanop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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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llege of Materials, Xiamen University, 2. Fujian Key Laboratory of Advanced Material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Cs0.32WO3 nanoparticles with high near-infrared (NIR) absorption were successfully 

synthesized via a hydrothermal method using sodium tungstate and cesium carbonate as raw 

materials and D-malic acid as reducing agents. Additionally, transparent NIR shielding film was 

prepared by coating the mixture of dispersed solution of Cs0.32WO3 nanoparticle with SiO2 sol on 

glass substrate. XRD, SEM and UV-Vis-NIR spectroscopy were used to characterize the effects of 

crystallinity and microstructure on NIR absorption propert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ample 

with n(Cs)/n(W) = 0.5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hexagonal Cs0.32WO3 during hydrothermal 

synthesis. Moreover, with increasing reaction time, the morphology of the sample changes from 

irregular-shaped nanoparticles to rod-like nanoparticles. The NIR absorption ability of as-prepared 

Cs0.32WO3 powders increases with increasing of crystallinity, moreover, largely increases when 

the rod-like morphology nanoparticles form. The visible light transmittance of the prepared 

NIR-cut glass with Cs0.32WO3 transparent coating is kept at 71.6%, while the transmittance of NIR 

light is only 10.2%. It reveals excellent optical transmission and NIR absorption properties, 

showing application prospects in the fields of automobile and building glass. 

Key words: cesium tungsten bronze; rod-like nanoparticles; hydrothermal synthesis; near-infrared 

absor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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