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纳米材料
Nanomaterials

      阿拉丁 ® 所售纳米产品包括纳米颗粒、分散液、纳米棒、纳米管、纳米复合材料、纳米薄膜、核 - 壳颗粒
和介孔材料等类型。

Tips for Nanomaterials Dispersion 
纳米粒子具有极大表面积和高表面能，在制备和使用过程中易发生团聚形成粒径较大的二次粒子，影响纳米颗粒优势和功能。

在使用纳米粒子时，可使用机械或化学方法进行处理。

a. 水相分散液常用超声法制备，可分解解聚和脱气；

b. 在油相中使用，可采用高速分散均质仪等高速剪切搅拌仪器进行分散；可使用球磨法分散干粉；

c. 表面活性剂的添加可有效防止纳米粒子团聚，得到良好分散的稳定纳米粒子分散液；

d. 耦合剂（诸如液态环氧树脂等）将纳米粒子固定至材料基底合成纳米复合材料，可赋予纳米复合基底材料良好的兼容性和传导性能；

e. 稳定剂可阻止金属纳米粒子团聚，制备良好分散的纳米粒子悬浮液。

阿拉丁 ® 纳米材料分散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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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丁 ® 所售无机、有机纳米材料被广泛应用于包括纳米光电、医学、药学、化学及生物检测、清洁能源
以及军工国防等领域。

Introduction of Nanomaterials

Application of Nanotechnology

纳米材料是三维空间中至少有一维处于纳米尺度范围或者由该尺度范围的物质为基本结构单元所构成的超精细颗粒材料的总称，由

于纳米材料尺度较小，导致其具有超大的表面积，从而表现出一些特殊的效应如表面与界面效应、小尺寸效应、量子尺寸效应、库

仑堵塞效应、宏观量子隧道效应等，进而促使纳米材料在熔点、蒸气压、光学性质、化学反应性、磁性、超导及塑性形变等许多物

理和化学方面都显示出新奇和优越的性能。

A. 新型碳纳米管将能实现水过滤器材料的重复利用
Emerging investigators series: highly effective adsorption of organic aromatic molecules from 

aqueous environments by electronically sorted single-walled carbon nanotubes.

B. 新型视网膜假体的纳米技术可恢复视力
Restoring Sight with a Nanowire Implant.

C. 纳米线研发而成的面积最小、带宽最宽的强大“光子芯片”
Controlling propagation and coupling of waveguide modes using phase-gradient metasurfaces.

D. 新型纳米太阳能电池
Nanotechnology Professor says solar efficiency could double.

E. 微纳技术调控神经 - 肿瘤相互作用并治疗胰腺癌取得重要进展
Gold nanoclusters-assisted delivery of NGF siRNA for effective treatment of pancreatic cancer .

F. 介孔 RH 纳米催化剂净化汽车尾气
Mesoporous metallic rhodium nanoparticles.

G. 实现 1NM 制程工艺，突破半导体工艺极限
Resolution Limits of Electron-Beam Lithography toward the Atomic Scale.

阿拉丁 ® 在售纳米材料简介

纳米技术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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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s & Alloys 纳米单质 & 合金

产品 SEM/TEM

阿拉丁 ® 纳米产品精选

项目 品名 规格 CAS

C109965 纳米碳粉 99.5%,30nm 7440-44-0

S110974 纳米银粉 99.5% metals basis，60-120nm, 含松香分散剂 7440-22-4

S130844 纳米硅粉 99.9% metals basis,100-120nm 7440-21-3

C103843 纳米铜粉 99.9% metals basis,10-30nm 7440-50-8

I116363 纳米铁粉 99.9% metals basis,50nm 7439-89-6

C131629 纳米铜粉 99.9% metals basis,50nm 7440-50-8

G103922 纳米石墨粉 D50 ＜ 600nm,99.95% metals basis 7782-42-5

N105830 纳米镍粉 20nm-100nm，99.9% metals basis 7440-02-0

S131647 纳米硅微粉 ＞ 99.8% metals basis,200-300nm, 球形 -

C103844 纳米铜粉 99.9% metals basis,80-100nm 7440-50-8

T109131 纳米钛粉 99.8% metals basis,60nm 7440-32-6

I118566 纳米铁粉 99.9% metals basis,100nm 7439-89-6

T109166 纳米钨粉 99.9% metals basis,50nm 7440-33-7

A139943 纳米铝粉 ( 易制爆 ) 99.5% metals basis, 粒径：20-200nm 7429-90-5

M109125 纳米钼粉 比表面积 3-8m2/g, 粒度 60-200nm,99.9% 7439-98-7

N140857 纳米镍粉 99.9% metals basis,100nm-200nm 7440-02-0

S139944 纳米硅微粉 ＞ 99.8% metals basis,50nm-250nm, 球形 -

S131648 纳米硅微粉 ＞ 99.8% metals basis,400-600nm, 球形 -

G112793 纳米金粉 500 nm, 99.9% metals basis 7440-57-5

T124672 纳米钨粉 99.9% metals basis,100nm 744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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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le-Element Oxides 单元素纳米氧化物

项目 品名 规格 CAS

S104596 纳米二氧化硅 99.5% metals basis,30nm 7631-86-9

I109514 纳米四氧化三铁 99.5% metals basis,20nm 球形 1317-61-9

S104597 纳米二氧化硅 99.5% metals basis,15nm 7631-86-9

T104949 纳米二氧化钛 99.8% metals basis,5-10nm, 锐钛，亲水型 13463-67-7

T104940 纳米二氧化钛 99.8% metals basis,5-10nm, 锐钛 , 亲水亲油型 13463-67-7

T104943 纳米二氧化钛 99.8% metals basis,10nm-25nm, 锐钛，亲水 13463-67-7

T140900 纳米二氧化钛 99.8% metals basis,25nm, 锐钛 , 亲水亲油型 13463-67-7

Z104402 纳米二氧化锆 99.99% metals basis( 去除 Hf or HfO2), ≤ 100nm 1314-23-4

A140296 纳米氧化铝 99.9% metals basis,γ 相 ,10nm 1344-28-1

F105411 纳米三氧化二铁（α- Fe2O3） 30nm,99.5% metals basis,α 型 1309-37-1

A102091 纳米氧化铝 99.99% metals basis,γ 相 ,20nm 1344-28-1

Z112847 纳米氧化锌 99.9% metals basis,30±10nm 1314-13-2

Z112849 纳米氧化锌 99.8% metals basis，50±10nm 1314-13-2

T104937 纳米二氧化钛 99.8% metals basis,40nm, 锐钛，亲水 13463-67-7

T104946 纳米二氧化钛 99.8% metals basis,100nm, 锐钛 , 亲水 13463-67-7

S104588
亲水型气相纳米二氧化硅

Hydrophilic-300 型
99.8% metals basis, 粒径：7-40nm , 比表面积（BET）：300m2/g 112945-52-5

H102616 纳米级氧化铝 99.99% metals basis, 晶型 γ, ≤ 20nm 1344-28-1

I140494 纳米四氧化三铁 98% metals basis,20-30nm 1317-61-9

T104936 纳米二氧化钛 99.8% metals basis,60nm, 锐钛 , 亲水 13463-67-7

Y103889 纳米氧化钇 99.99% metals basis ,50nm 1314-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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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Element Oxides 多元素纳米氧化物 

项目 品名 规格 CAS

H106378 纳米羟基磷灰石 ≥ 97%,<100 nm particle size (BET) 1306-06-5

B118840 纳米钛酸钡 99.9% metals basis,<100 nm 12047-27-7

I113974 纳米铁酸镍 <30nm, 纯度≥ 99.5% 12168-54-6

S118842 纳米钛酸锶 99.5% metals basis, <100 nm 12060-59-2

Z107248 纳米铁酸锌 50nm 球形 ,99.5% metals basis 12063-19-3

C109759 纳米铁酸钴 40nm 球形 99.5% 12052-28-7

I123223 氧化铟锡 50nm,99.99% metals basis 50926-11-9

A117622 纳米氧化锑锡 ≥ 99.5% metals basis，20-80nm -

A140015 纳米锡锑氧化物 99.9%,20-40nm -

A140016 纳米锡锑氧化物 99.9%,<100nm -

B107250 纳米钡铁氧体 200nm,99% metal basis 12047-11-9

A140014 纳米锡锑氧化物 99.9%,<10nm -

I123224 氧化铟锡 <100 nm 粒径 (DLS), 30 wt. % 异丙醇溶液 50926-11-9

S101161 纳米锶铁氧体 60nm,99.5% metals basis 12023-91-5

S101163 锶铁氧体（纳米级） 800nm 球形 纯度 >98.0% 12023-91-5

B107249 纳米钡铁氧体 40nm-120nm, 99% metal basis 12047-11-9

Nano-Compounds 纳米复合物 

项目 品名 规格 CAS

S104653 纳米碳化硅 99.9% metals basis,40nm 409-21-2

T110281 纳米氮化钛 99.9% metals basis,20nm 25583-20-4

S140297 纳米碳化硅 99.9% metals basis, ≤ 150nm 409-21-2

S106135 纳米氮化硅 99.9% metals basis,20nm 12033-89-5

A109771 纳米氮化铝 99.9% metals basis,50nm 24304-00-5

T109301 纳米碳化钛 99%,50nm 12070-08-5

B140007  纳米氮化硼 99.8% metals basis,<100nm 10043-11-5

T111338 纳米碳化钨 99.9% metals basis,400nm 12070-12-1

S121696 碳化硅 99.9% metals basis,600-800nm 409-21-2

Z109303 纳米碳化锆 50nm,99% 12070-14-3

B108409 纳米碳化硼 99%,50nm 12069-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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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Dispersions 纳米粒子分散液

项目 品名 规格 CAS

G120412 氨基金纳米粒子 粒径 :20 nm, 单位 :>0.75 A520 Units/ml, 溶剂 : 柠檬酸钠溶液

M120284 四氧化三铁磁性纳米微球 基质 :Fe3O4, 表面基团 :-COOH, 粒径 :100-200 nm, 单位 :5mg/ml 1317-61-9

M120279 四氧化三铁磁性纳米微球 基质 :Fe3O4, 表面基团 :-NH2, 粒径 :100-200 nm, 单位 :5mg/ml 1317-61-9

A119403 纳米氧化铝醇分散液 30 nm 粒径 , 20 wt. % 异丙醇溶液 1344-28-1

G120406 氨基金纳米粒子 粒径 :10 nm, 单位 :>0.75 A520 Units/ml, 溶剂 : 柠檬酸钠溶液 -

Z119438 纳米氧化锌分散液 ≤ 50nm,40 wt. % 异丙醇 1314-13-2

G120401 羧基金纳米粒子 粒径 :5 nm, 单位 :>0.75 A<sub>520</sub> Units/ml, 溶剂 : 柠檬酸钠溶液 -

G120413 羧基金纳米粒子 粒径 :20 nm, 单位 :>0.75 A520 Units/ml, 溶剂 : 柠檬酸钠溶液 -

A119404 纳米氧化铝水分散液 5-10 nm 粒径 , 20 wt. % 水溶液 1344-28-1

M120297 四氧化三铁磁性纳米微球 基质 :Fe3O4, 表面基团 :-SiOH, 粒径 :400-500 nm, 单位 :5mg/ml 1317-61-9

Z119440 纳米氧化锌分散液 50nm,30 wt. % 1,2- 丙二醇单甲醚乙酸酯溶液 1314-13-2

A119405 α 相纳米氧化铝分散浆 α 相 ,30 nm 粒径 , 20 wt. % 水溶液 1344-28-1

M120287 四氧化三铁磁性纳米微球 基质 :Fe3O4, 表面基团 :-COOH, 粒径 :400-500 nm, 单位 :5mg/ml 1317-61-9

G120407 羧基金纳米粒子 粒径 :10 nm, 单位 :>0.75 A520 Units/ml, 溶剂 : 柠檬酸钠溶液 -

S120421 氨基银纳米粒子 粒径 :10 nm, 单位 :>0.75 A<sub>520</sub> Units/ml, 溶剂 : 柠檬酸钠溶液 -

G120415 氨基酸键合金纳米粒子 粒径 :20 nm, 单位 :>0.75 A520 Units/ml, 溶剂 : 柠檬酸钠溶液 -

M120280 四氧化三铁磁性纳米微球 基质 :Fe3O4, 表面基团 :-NH2, 粒径 :200-300 nm, 单位 :5mg/ml 1317-61-9

Z119441 纳米氧化锌分散液 90nm,30 wt. % 1,2- 丙二醇单甲醚乙酸酯溶液 1314-13-2

S137756 羧基磁珠 粒子大小：500nm，浓度：50mg/ml 水溶液 -

M120294 四氧化三铁磁性纳米微球 基质 :Fe3O4, 表面基团 :-SiOH, 粒径 :100-200 nm, 单位 :5mg/ml 1317-61-9

      纳米颗粒分散在液体介质中形成的分散性好、稳定性高和低团聚的纳米粒子悬浮液。目前主要的应用方向
为生物医学（如难溶性药物输送）、化妆品及个人护理、催化、陶瓷、涂料和强化流体换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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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lized Nanoproducts 表面功能化纳米粒子（上转换纳米颗粒）

项目 品名 规格

O140892 油溶性上转换纳米颗粒 发光波长 :545 nm, 粒径 :25nm

A140930 氨基功能化上转换纳米颗粒 发光波长 :365 nm, 粒径 :35nm, 表面修饰材料 :PEG-NH2

A140931 氨基功能化上转换纳米颗粒 发光波长 :475 nm, 粒径 :35nm, 表面修饰材料 :PEG-NH2

A140932 氨基功能化上转换纳米颗粒 发光波长 :545 nm, 粒径 :35nm, 表面修饰材料 :PEG-NH2

A140933 氨基功能化上转换纳米颗粒 发光波长 :660 nm, 粒径 :35nm, 表面修饰材料 :PEG-NH2

A140934 氨基功能化上转换纳米颗粒 发光波长 :804 nm, 粒径 :35nm, 表面修饰材料 :PEG-NH2

A140935 氨基功能化上转换纳米颗粒 发光波长 :365 nm, 粒径 :35nm, 表面修饰材料 :dSiO2-NH2

A140936 氨基功能化上转换纳米颗粒 发光波长 :475 nm, 粒径 :35nm, 表面修饰材料 :dSiO2-NH2

A140937 氨基功能化上转换纳米颗粒 发光波长 :545 nm, 粒径 :35nm, 表面修饰材料 :dSiO2-NH2

A140938 氨基功能化上转换纳米颗粒 发光波长 :660 nm, 粒径 :35nm, 表面修饰材料 :dSiO2-NH2

A140939 氨基功能化上转换纳米颗粒 发光波长 :804 nm, 粒径 :35nm, 表面修饰材料 :dSiO2-NH2

C140940 羧基功能化上转换纳米颗粒 发光波长 :365 nm, 粒径 :35nm, 表面修饰材料 :PEG-COOH

C140941 羧基功能化上转换纳米颗粒 发光波长 :475 nm, 粒径 :35nm, 表面修饰材料 :PEG-COOH

C140942 羧基功能化上转换纳米颗粒 发光波长 :545 nm, 粒径 :35nm, 表面修饰材料 :PEG-COOH

C140943 羧基功能化上转换纳米颗粒 发光波长 :660 nm, 粒径 :35nm, 表面修饰材料 :PEG-COOH

C140944 羧基功能化上转换纳米颗粒 发光波长 :804 nm, 粒径 :35nm, 表面修饰材料 :PEG-COOH

C140945 羧基功能化上转换纳米颗粒 发光波长 :365 nm, 粒径 :35nm, 表面修饰材料 :dSiO2-COOH

C140946 羧基功能化上转换纳米颗粒 发光波长 :475 nm, 粒径 :35nm, 表面修饰材料 :dSiO2-COOH

C140947 羧基功能化上转换纳米颗粒 发光波长 :545 nm, 粒径 :35nm, 表面修饰材料 :dSiO2-COOH

C140948 羧基功能化上转换纳米颗粒 发光波长 :660 nm, 粒径 :35nm, 表面修饰材料 :dSiO2-COOH

      上转换纳米颗粒通常由无机基质及镶嵌在其中的稀土掺杂离子组成。作为一种新型的发光材料，具备发光
波长易调控、光学稳定性好、发射峰窄、寿命长和毒性低等优点。基于独特的光频上转换能力，上转换纳米颗
粒在生物及医学等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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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Nanotubes 碳纳米管

项目 品名 规格 CAS

C139823 多壁碳纳米管 >95%, 内径 :3-5nm, 外径 :8-15nm, 长度 :~50μm 308068-56-6

C139874 氨基化多壁碳纳米管 >95%, 内径 :3-5nm, 外径 :8-15nm, 长度 :~50μm 308068-56-6

C139875 碳纳米纤维 >70%, 外径 :200-600nm, 长度 :5-50μm 308068-56-6

C121263 复壁碳纳米管 ≥ 95%, 内径 5 － 10nm，外径 10 － 20nm，长度 0.5 － 2um 308068-56-6

C121261 复壁碳纳米管 ≥ 97%, 直径 :10-20nm, 长度 :5-15μm 308068-56-6

C139832 羧基化多壁碳纳米管 >95%, 内径 :3-5nm, 外径 :8-15nm, 长度 :~50μm 308068-56-6

C139861 石墨化羧基化多壁碳纳米管 >99.9%, 内径 :3-5nm, 外径 :8-15nm, 长度 :~50μm 308068-56-6

C124533 单壁碳纳米管 ≥ 95%, 直径 : ＜ 2nm, 长度 :0.3-5 μm, 移动催化法 308068-56-6

C140992 单壁碳纳米管 ≥ 95%, 外径 :1-2nm, 长度 :5-30μm, 浮动催化 308068-56-6

C139877 工业级多壁碳纳米管 >90%, 外径 :10-20nm, 长度 :20-100μm 308068-56-6

C121264 复壁碳纳米管 ≥ 95%, 直径 :20-30nm, 长度 :10-30μm 308068-56-6

C121266 复壁碳纳米管 ≥ 95%, 直径 :40-60nm, 长度 :5-15μm 308068-56-6

C139826 羟基化多壁碳纳米管 >95%, 内径 :3-5nm, 外径 :8-15nm, 长度 : ~50μm 308068-56-6

C139827 羟基化多壁碳纳米管 >95%, 内径 :5-10nm, 外径 :10-20nm, 长度 :10-30μm 308068-56-6

C124534 单壁碳纳米管 ≥ 95%, 直径 : ＜ 2nm, 长度 :5-30μm, 移动催化法 308068-56-6

C139834 羧基化多壁碳纳米管 >95%, 内径 :5-10nm, 外径 :10-20nm, 长度 :10-30μm 308068-56-6

C139878 工业级多壁碳纳米管 >90%, 外径 :10-20nm, 长度 :5-20μm 308068-56-6

C139828 羟基化多壁碳纳米管 >95%, 内径 :5-10nm, 外径 :20-30nm, 长度 :10-30μm 308068-56-6

C139835 羧基化多壁碳纳米管 >95%, 内径 :5-10nm, 外径 :20-30nm, 长度 :10-30μm 308068-56-6

C139862 石墨化羧基化多壁碳纳米管 >99.9%, 内径 :5-10nm, 外径 :10-20nm, 长度 :10-30μm 308068-56-6

      碳纳米管是由单层或多层石墨片绕中心按一定角度卷曲而成的同轴中空无缝管状碳分子，其管壁大都由六
边形碳原子网格组成。根据管壁层数不同，阿拉丁所售碳纳米管可分为单壁和多壁碳纳米管。碳纳米管因具备
较高的电导率、拉伸强度，以及优良的变形性、延展性、导热性、电子场发射能力和极低的热膨胀系数而具有
极为广泛的应用，

如：1. 制备碳纳米管复合材料（导电塑料、电磁干扰屏蔽材料及隐形材料）；2. 储氢材料；3. 催化剂载体；4. 超
级电容器；5. 锂离子电池；6. 场发射管 ( 平板显示器 )；7. 传感器；8. 信息存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