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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光催化材料技术领域，涉及光催

化剂载体二乙烯三胺改性氮化碳的制备方法。该

制作方法包括将反应器中加入适量反应单体和

乙腈，将反应单体溶于乙腈中，随后向溶液中滴

加适量二乙烯三胺，混合均匀后，将反应器加热

至180～220℃中，保持恒温反应，反应结束后，冷

却降温；对冷却产物进行固液分离，洗涤固体后

烘干，获得所述二乙烯三胺改性氮化碳。本发明

的制备方法以三聚氰氯和二乙烯三胺为原料，溶

剂热法合成“气泡状”的石墨型氮化碳，这种经过

二乙烯三胺改性的g-C3N4聚合物材料为载体的

光催化剂具有优异的光催化二氧化碳还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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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光催化剂载体二乙烯三胺改性氮化碳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将反应器中加入适量三聚氰氯和乙腈，将反应单体溶于乙腈中，随后向溶液中滴加适

量二乙烯三胺，混合均匀后，将反应器加热至180～220℃中，保持恒温反应，反应结束后，冷

却降温；对冷却产物进行固液分离，洗涤固体后烘干，获得所述二乙烯三胺改性氮化碳。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催化剂载体二乙烯三胺改性氮化碳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三聚氰氯与二乙烯三胺的摩尔比为3:0.1～1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催化剂载体二乙烯三胺改性氮化碳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反应在惰性气体保护下进行或直接在空气下进行。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光催化剂载体二乙烯三胺改性氮化碳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惰性气体为氮气、氩气或二氧化碳中的任意一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催化剂载体二乙烯三胺改性氮化碳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反应器为高压反应釜，反应在密封条件下进行。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催化剂载体二乙烯三胺改性氮化碳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加热反应之前，利用超声处理促进三聚氰氯的溶解和二乙烯三胺的混合。

7.一种光催化剂，其特征在于，以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方法制备的二乙烯三胺改性

氮化碳为载体，载体上负载铂。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光催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光催化剂为光催化还原二氧化碳

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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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催化剂载体二乙烯三胺改性氮化碳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光催化材料技术领域，涉及光催化剂载体二乙烯三胺改性氮化碳的制

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气候变化是21世纪世界面临的挑战之一。全球变暖是由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二氧化

碳浓度增加引起的，主要来源于为满足全球的能源需求而进行的化石燃料燃烧。目前正在

探索的几种可能用以降低大气中二氧化碳水平的解决方案，包括减少化石燃料的燃烧、寻

找替代能源或种植更多的树木等。在这些潜在的解决方案中，光催化技术是一种极具吸引

力和前景的绿色环保技术。该技术是利用太阳光和半导体光催化剂进行多相光催化反应，

将氧化碳还原转化为燃料。该技术既能降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又可以提供化石燃料

的替代品，一举两得。

[0003] 许多半导体材料如二氧化钛、SrTiO3、CdS、BiVO4、Ta3N5、TaON和Ag3PO4等早已经被

研究并投入到各种光催化应用过程中。其中，由于TiO2具有化学稳定性好、高化学惰性和无

毒性等优点，而被广泛地研究，然而其具有3.2eV的大带隙限制了其对可见光的吸收，导致

TiO2在利用太阳光谱方面效率很低。因此，获得一种能在可见光区域工作的半导体材料显

得尤为重要。石墨型碳化氮(g-C3N4)是一种无金属聚合物n型半导体，其带隙为2.7eV，在可

见光区具有活性。对应于460nm的光波长，使其在可见光区具有活性。2009年，Wang等人报道

了g-C3N4作为无金属半导体光催化剂用于H2释放的研究(Wang,Xinchen,et  al."A  metal-

free  polymeric  photocatalyst  for  hydrogen  production  from  water  under  visible 

light."Nature  materials  8.1(2009):76.)。这一发现使人们将光催化剂发展的注意力转

移到高分子半导体光催化剂上。到目前为止，关于g-C3N4合成技术、特性和潜在应用的相关

工作已有很多。然而，关于g-C3N4的功能化，如g-C3N4的掺杂、共聚合等方面的研究还很缺

乏，对于g-C3N4对催化性能的提高和反应环境的拓展领域，目前的g-C3N4的仍存在很多缺

陷。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对现有g-C3N4进行功能化改性，提出了光催化剂载体二乙烯三

胺改性氮化碳的制备方法，采用无模板溶剂热合成法合成了中空多孔二乙烯三胺(DETA)改

性的g-C3N4，合成的DETA改性多孔g-C3N4对光催化剂在水介质中CO2光催化还原性具有显著

提高。

[0005] 本发明是采用以下的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光催化剂载体二乙烯三胺改性氮化碳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07] 将反应器中加入适量三聚氰氯和乙腈，将反应单体溶于乙腈中，随后向溶液中滴

加适量二乙烯三胺，混合均匀后，将反应器加热至180～220℃中，保持恒温反应，反应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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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冷却降温；对冷却产物进行固液分离，洗涤固体后烘干，获得所述二乙烯三胺改性氮化

碳。

[0008] 具体的，所述三聚氰氯与二乙烯三胺的摩尔比为3:0.1～10。

[0009] 具体的，所述反应在惰性气体保护下进行或直接在空气下进行。

[0010] 其中，所述惰性气体为氮气、氩气或二氧化碳中的任意一种。

[0011] 具体的，进行加热反应的反应器为高压反应釜，反应在密封条件下进行。

[0012] 所述加热反应之前，利用超声处理促进三聚氰氯的溶解和二乙烯三胺的混合。

[0013]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光催化剂，所述光催化剂以上述方法制备的二乙烯三胺改性

氮化碳为载体，载体上负载铂。

[0014] 其中，所述光催化剂为光催化还原二氧化碳的催化剂。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6] 本发明的制备方法以三聚氰氯和DETA为原料，溶剂热法合成“气泡状”的石墨型氮

化碳，这种经过DETA改性的g-C3N4聚合物材料为载体的光催化剂具有优异的光催化二氧化

碳还原性能。光催化性能的测试结果显示，基于DETA改性g-C3N4的光催化剂利用光催化还原

二氧化碳，其气体产物CO和CH4的产量分别是基于未改性g-C3N4的光催化剂催化产物产量的

10倍和4倍。通过对DETA改性g-C3N4的形貌和光吸收性能的分析显示，引入的胺基有助于增

大材料的比表面积，并增强紫外区的光吸收，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光催化CO2还原为CO和CH4。

而这种性能提升主要的作用原理是g-C3N4与胺基的共聚化有利于HCO3-的较好吸附和光吸

收。

附图说明

[0017] 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本发明的实

施例一起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制。

[0018] 在附图中：

[0019] 图1为实施例1和对比例制备的不同的g-C3N4聚合物材料的SEM成像照片；其中，图1

(a)和图1(b)为不同放大比例的CC-CN的SEM成像照片；图1(c)和图1(d)为不同放大比例的

CC/DETA-CN的SEM成像照片；

[0020] 图2为实施例1制备的CC/DETA-CN聚合物材料的TEM成像照片；其中，图2(a)和图2

(b)为不同放大比例的CC/DETA-CN的TEM成像照片；

[0021] 图3为对比例和实施例1～6所制备的不同的g-C3N4聚合物材料的宏观颜色随DETA

添加量变化对比图；其中，0、0.37mmol、0.74mmol、1.48mmol、2.96mmol、5.92mmol、9.25mmol

粉末照片分别为对比例、实施例1、实施例2、实施例3、实施例4、实施例5、实施例6所制备的

光催化剂；

[0022] 图4为对比例和实施例1～6所制备的不同的g-C3N4聚合物材料的紫外-可见光吸光

度随DETA添加量变化对比图；其中，0、0.37mmol、0.74mmol、1.48mmol、2.96mmol、5.92mmol、

9.25mmol粉末照片分别为对比例、实施例1、实施例2、实施例3、实施例4、实施例5、实施例6

所制备的光催化剂；

[0023] 图5为基于对比例和实施例1～6的不同的g-C3N4制备的光催化剂在UV-Vis光催化

CO2还原过程中CO和CH4的析出性能；其中，图5(a)为还原过程中CO的析出量统计图，图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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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还原过程中CH4的析出量统计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了使本发明目的、技术方案更加清楚明白，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

细说明。下述实施例中所述实验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方法；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

技术或条件者，按照本领域内的文献所描述的技术或条件或者按照产品说明书进行；所述

试剂和材料，如无特殊说明，均可从商业途径获得。

[0025] 一、二乙烯三胺改性氮化碳的制备

[0026] 实施例1

[0027] 合成胺官能化DETA改性g-C3N4(CC/DETA-CN)：将0.553g(3mmol)三聚氰氯(CAS号:

108-77-0)粉末放入高压反应釜的聚四氟乙烯内衬中，加入15ml乙腈，然后对聚四氟乙烯内

衬先进行15分钟的超声波处理，再将0.04ml(0.37mmol)的二乙烯三胺(DETA)滴加到三聚氰

氯/乙腈溶液中，继续超声15分钟。将聚四氟乙烯内衬放入不锈钢高压釜中，放置在200℃的

烘箱中加热24小时，自然冷却至室温。用高速离心机在转速为5000转/min下持续3min，使得

固液分离，用乙醇洗涤固体收集物3次，然后在80℃烘箱中干燥12h，得到的DETA改性g-C3N4

标记为CC/DETA-CN。

[0028] 实施例2

[0029] 本实施例中，与实施例1不同的是，合成胺官能化g-C3N4(CC/DETA-CN)过程中，DETA

的添加量为0.08ml(0.74mmol)。

[0030] 实施例3

[0031] 本实施例中，与实施例1不同的是，合成胺官能化g-C3N4(CC/DETA-CN)过程中，DETA

的添加量为0.16ml(1.48mmol)。

[0032] 实施例4

[0033] 本实施例中，与实施例1不同的是，合成胺官能化g-C3N4(CC/DETA-CN)过程中，DETA

的添加量为0.32ml(2.96mmol)。

[0034] 实施例5

[0035] 本实施例中，与实施例1不同的是，合成胺官能化g-C3N4(CC/DETA-CN)过程中，DETA

的添加量为0.48ml(5.92mmol)。

[0036] 实施例6

[0037] 本实施例中，与实施例1不同的是，合成胺官能化g-C3N4(CC/DETA-CN)过程中，DETA

的添加量为1ml(9.25mmol)。

[0038] 对比例

[0039] 合成初始的g-C3N4(CC-CN)：将0.553g(3mmol)三聚氰氯粉末放入高压反应釜的聚

四氟乙烯内衬中，加入15ml乙腈，然后对聚四氟乙烯内衬进行30分钟的超声波处理。将聚四

氟乙烯内衬放入不锈钢高压釜中，放置在200℃的烘箱中加热24小时，自然冷却至室温。用

高速离心机在转速为5000转/min下持续3min，使得固液分离，用乙醇洗涤固体收集物3次，

然后在80℃烘箱中干燥12h，得到的g-C3N4标记为CC-CN。

[0040] 二、二乙烯三胺改性氮化碳的形貌表征

[0041] 通过对实施例1和对比例制备的光催化剂进行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分析，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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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的形貌结构，如图1所示。合成过程中未添加DETA的CC-CN呈现出表面光滑的微球形态

(如图1(a)、图1(b)所示)，平均粒径分布约为1μm。而胺官能化g-C3N4后呈不规则球形，颗粒

间连接较多(如图1(c)、图1(d)所示)粒径分布较宽，但直径总体可以小到300nm。

[0042] 对上述样品进行进一步的透射电子显微镜(TEM)成像分析，如图2所示。TEM测试进

一步表明CC/DETA-CN是相互连接的空心球，更像“纳米气泡”(如图2(a)所示)。对“气泡”的

壁厚进行随机测量，其中两个测量点数据为147nm和98nm，“气泡”的壁厚约为100nm(如图2

(b)所示)。“气泡”空腔的直径也各不相同。较小的颗粒尺寸和气泡状的空腔结构，都有利于

增大催化剂的比表面积，增加催化剂的反应接触位点，从而提高材料的光催化活性。

[0043] 三、二乙烯三胺改性氮化碳的光吸收性能表征

[0044] 光催化剂的光学性质是影响光催化反应的重要因素之一。宏观上对实施例1～6和

对比例所合成样品的颜色变化进行观察，如图3所示。对比例的CC-CN是砖红色的粉末(如图

3中0对应粉末)。随着DETA含量的增加，实施例1、2的CC/DETA-CN是砖红色的粉末(0.37和

0.74mmol)，实施例3的材料的红色逐渐消失变为灰黄色(1.48mmol)。当DETA含量进一步增

加时，实施例4的材料变成近白色(2.96mmol)。随着添加量增加到5.92和9.25mmol，实施例

5、6材料的黄色变得更明显。由此可知，随着DETA改性g-C3N4中DETA含量的变化，样品的颜色

变化反映出样品经历了不同的结构和组分演变，从而影响了样品的光吸收性能。

[0045] 为了验证DETA改性g-C3N4中DETA含量对材料光学性能的影响，利用紫外可见吸收

光谱研究了样品的光吸收特性。从图4中，对比例的CC-CN的吸光度可以达到700nm。当DETA

为0.37和0.74mmol时，在400-600nm范围内的吸光度降低，但在700nm以上仍有吸收。这个结

果对应图3中实施例1、2样品的颜色变暗了，但仍然是红色的。当DETA进一步增加(1.48和

2 .96mmol)时，400nm以上的吸收显著降低，而紫外吸收增加。随着DETA的浓度增加到

5.92mmol，甚至9.25mmol，不仅在紫外区的吸光度继续增加，而且在500nm范围内吸光度继

续增加。这与图3粉末样品出现的黄色是一致的。以上结果表明，DETA能改变g-C3N4的光吸收

性能。

[0046] 四、基于二乙烯三胺改性氮化碳的光催化剂的光催化二氧化碳性能表征

[0047] 以上述实施例1～6和对比例中获得的氮化碳聚合物材料为载体，进行铂沉积：采

用湿浸渍法在上述制得的光催化剂载体上沉积3.0wt％的Pt。称取40mg步骤(1)制备的g-

C3N4样品，加入3.5ml  1.0mg/mL  H2PtCl6溶液浸渍粉末样品，然后进行超声波处理5min，使

样品与H2PtCl6溶液混合均匀，在120℃下干燥该浆液5h。干燥后的固体研磨成粉末，加入

0.1ml  1mM  NaBH4进一步还原处理所得的固体样品。用蒸馏水清洗最终产物以完全去除未

反应的离子，通过离心收集，最后在120℃下干燥，获得对应光催化剂。

[0048] 对基于实施例1～6的CC/DETA-CN与对比例的CC-CN的光催化剂的光催化还原CO2

活性进行了比较。

[0049] 光催化还原二氧化碳在40ml的石英反应器中进行，光源为300W氙灯。向反应器中

加入1ml浓度为3.0M的碳酸氢钠溶液，1.5ml  TEOA和9ml水，加入光催化剂10mg，超声波震荡

得到均一的悬浮液。将反应器密封并鼓入氮气20分钟以排除其中的空气。将反应器置于磁

力搅拌器上，连续光照，每隔1小时抽取气体样品，使用配备火焰离子检测器的气相色谱(岛

津2010)对气体含量进行分析。

[0050] 水体系以NaHCO3(3.0M)为碳源，TEOA(15％，v/v)为空穴牺牲剂，光催化剂以1.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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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的浓度分散。图5(a)和图5(b)显示了紫外-可见光照射下，CC/DETA-CN上具有不同DETA含

量的光催化剂对应的CO和CH4的产量。值得注意的是，最高的CO生成率出现在实施例3的光

催化剂(4小时平均0.04μmol/h)之上，其次是实施例4(0.02μmol/h)，而对比例的产率为

0.004μmol/h。可以看出，g-C3N4与DETA共聚后为载体催化还原CO的产率比较CC-CN为载体的

光催化剂增强近10倍左右。

[0051] 一般来说，由于还原所需的电子数量不同，与光催化剂上的CO相比，CH4的生成相

对较少。最高的CH4产率出现在实施例2(4小时平均0.037μmol/h)上，其次是实施例1(0.034

μmol/h)和实施例5(0.03μmol/h)，而CC-CN上CH4的生成速率仅为0.01μmol/h。可以看出经

过DETA改性的g-C3N4载体负载了Pt之后的光催化性能增强倍数接近4倍。这一结果有力地证

明了在氮化碳结构中加入的DETA促进了HCO3-的还原，抑制了质子的还原。这可以归因于-NH

基团增加了HCO3-阴离子在CC/DETA-CN表面的吸附，促进了HCO3-捕获电子形成CO和CH4。

[0052] 当然，以上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尽管参照前述实

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

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5/5 页

7

CN 110860315 A

7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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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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