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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梯级孔HZSM-5分子筛及

其制备方法。该制备方法以天然黏土矿物为原

料，无模板剂合成微孔NaZSM-5分子筛，以晶化母

液对微孔NaZSM-5分子筛进行碱处理制备梯级孔

NaZSM-5分子筛，以酸液对梯级孔NaZSM-5分子筛

进行酸交换得到梯级孔HZSM-5分子筛。本发明还

提供了由上述制备方法得到的梯级孔HZSM-5分

子筛。本发明的制备方法不需要使用任何模板

剂，碱处理过程无需外加碱源，且整个过程无碱

液或酸液排放，不仅大幅降低了分子筛的生产成

本，而且极大提高了制备过程的绿色性，制备的

HZSM-5分子筛具有丰富的微-介孔复合的梯级孔

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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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梯级孔HZSM-5分子筛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该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对天然黏土矿物进行高温焙烧，得到活化后的天然黏土矿物；

步骤二：50℃-80℃下，将活化后的天然黏土矿物与无机酸、水混合，搅拌2h-6h，加入水

玻璃、ZSM-5分子筛晶种和水，经老化后，在140℃-210℃下晶化18h-72h，将晶化产物冷却，

过滤得到母液和滤饼，将滤饼水洗至中性，干燥后得到微孔NaZSM-5分子筛，其中，(0.05-

0.20)Na2O：SiO2：(0.02-0.05)Al2O3：(10-70)H2O；

步骤三：50℃-90℃下，将步骤二得到的微孔NaZSM-5分子筛与母液混合，搅拌下碱处理

1h-12h，得到碱液和滤饼，将滤饼水洗至中性，干燥后得到梯级孔NaZSM-5分子筛；

步骤四：60℃-90℃下，将所述梯级孔NaZSM-5分子筛与酸溶液混合，搅拌下酸交换2h-

12h，得到酸液和滤饼，滤饼水洗至中性，干燥后得到所述梯级孔HZSM-5分子筛，其中，所述

梯级孔NaZSM-5分子筛与酸溶液的质量比为1:4-1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天然黏土矿物包括高岭土、累托

土、蒙脱土、伊利石、叶腊石、铝土矿和膨润土中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一中，所述高温焙烧的温度为

500℃-1000℃，高温焙烧的时间为1h-12h。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二中，所述老化的温度为50℃-

80℃，老化的时间为2h-24h。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所述无机酸为盐酸或硫酸。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三中，搅拌的转速为50转/分钟-

300转/分钟。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四中，搅拌的转速为50转/分钟-

300转/分钟。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四中，所述酸溶液的浓度为0.05-

1mol/L。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酸溶液包括无机酸溶液或有机酸

溶液，所述无机酸溶液包括硫酸、盐酸或磷酸，所述有机酸溶液包括醋酸、草酸或柠檬酸。

10.一种梯级孔HZSM-5分子筛，其特征在于，其是通过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的梯级

孔HZSM-5分子筛的制备方法制备得到的。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梯级孔HZSM-5分子筛，其特征在于，该梯级孔HZSM-5分子筛

具有微孔-介孔复合的梯级孔道结构，介孔比表面积为150m2/g-250m2/g，介孔孔径为3nm-

15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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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梯级孔HZSM-5分子筛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分子筛及其制备方法，尤其涉及一种梯级孔HZSM-5分子筛及其制

备方法，属于分子筛制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美国Mobil公司于1972年首次成功合成了ZSM-5分子筛(US  3702886)，由于其具有

独特的三维孔道结构、择形催化性能、优异的热和水热稳定性以及高催化活性等特点，被广

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精细化工和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

[0003] 但是，微孔ZSM-5分子筛较小的微孔(孔径小于2nm的为微孔，孔径大于50nm的为大

孔，孔径在2-50nm的为介孔)孔道阻碍了较大分子进入分子筛孔道内进行吸附和催化反应，

限制了大分子的扩散，使其已不能满足生物大分子和重质石油资源高效转化的要求，因此

迫切需要开发具有梯级孔道结构的分子筛催化材料。

[0004] 制备具有梯级孔道的分子筛成为当前催化剂合成领域的研究热点。纵观梯级孔

ZSM-5分子筛的制备方法，主要包括模板法和后处理法。模板法是在合成过程中引入大分子

模板剂，待晶化完成后将其移除，获得具有梯级孔结构的分子筛。后处理法是先合成微孔分

子筛，然后通过一定的后处理过程(碱、酸和水热等处理)移除分子筛骨架中的物种获得含

有介孔结构的分子筛。

[0005] US6998104B2和US2001/0003117A分别采用了碳黑气溶胶和纳米碳黑、碳纳米管等

为模板剂合成梯级孔ZSM-5分子筛。CN101723403A公开了一种介孔与微孔复合的梯级孔

ZSM-5分子筛合成方法，该方法以化学试剂为硅铝源，以有机胺为微孔模板剂，以多糖类化

合物及其衍生物为介孔模板剂合成梯级孔ZSM-5分子筛，合成材料包括0.5-0.6nm的微孔和

5-100nm的介(大)孔，但是该方法水热晶化时间较长(3-14天)。CN103288100B公开了一种梯

级孔ZSM-5分子筛的合成方法，该方法以季铵盐为结构导向剂，正硅酸乙酯为硅源，异丙醇

铝为铝源，氢氧化钾为碱源，以阳离子表面活性剂为模板剂，添加分子筛晶种导向液水热合

成了具有纳米片层结构的整体式梯级孔ZSM-5分子筛。在合成过程引入模板剂的方法可直

接合成出梯级孔ZSM-5分子筛，但是合适的模板剂难以获取，制备过程复杂、成本高昂，其使

用和脱除需要极高的能耗，且会造成环境污染，为非绿色过程。

[0006] Groen等(The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B,2004,108,13062-13065)对不

同硅铝比的ZSM-5分子筛进行碱处理制备得到梯级孔ZSM-5分子筛，研究结果表明：当适宜

的硅铝比范围为25-50时，碱处理能产生介孔，不仅增强其扩散性能，而且不影响分子筛的

结晶度和酸性。CN  102125868A利用有机模板剂合成出微孔Fe-ZSM-5分子筛催化剂，然后采

用碱处理得到微孔-介孔复合分子筛。碱处理是扩大分子筛孔道的一个有效方法，但目前的

方法均需外加碱源，且产生大量的碱液排放。

[0007] 直接合成得到的分子筛通常为Na型，由于没有酸性，不能直接用于催化反应，为了

解决这一问题，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将Na型分子筛在NH4+溶液中进行铵交换，然后通过焙烧将

NH4+分解而得到具有催化活性的H型分子筛。这一过程需要使用大量的NH4+溶液，高温焙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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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会产生大量的污染物NOx，同时高温焙烧也是一个高能耗的过程。此外，分子筛晶化母液

中通常含有大量未反应的硅铝物种和模板剂，往往需要经过特殊处理才能满足排放标准，

不仅造成物料的浪费，也会增加过程成本。

[0008] 针对以上不足，提供一种能够大幅降低分子筛生产过程的能耗、物耗和污染排放，

并显著降低生产成本，而且可以得到性能优异的梯级孔分子筛，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发明内容

[0009]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梯级孔HZSM-5分子筛的制备

方法，该制备方法可以大幅降低分子筛合成的生产成本并极大提高制备过程的绿色性，可

以制备得到具有丰富的微-介孔复合的梯级孔道结构。

[0010] 为了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梯级孔HZSM-5分子筛的制备方法，该

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1] 步骤一：对天然黏土矿物进行高温焙烧，得到活化后的天然黏土矿物；

[0012] 步骤二：50℃-80℃下，将活化后的天然黏土矿物与无机酸、水混合，搅拌2h-6h，加

入水玻璃、ZSM-5分子筛晶种和水，经老化后，在140℃-210℃下晶化18h-72h，将晶化产物冷

却，过滤得到母液和滤饼，将滤饼水洗至中性，干燥后得到微孔NaZSM-5分子筛，其中，

(0.05-0.20)Na2O：SiO2：(0.02-0.05)Al2O3：(10-70)H2O；

[0013] 步骤三：50℃-90℃下，将步骤二得到的微孔NaZSM-5分子筛与母液混合(微孔

NaZSM-5分子筛与母液的添加量为步骤二中得到的量)，搅拌下碱处理1h-12h，得到碱液和

滤饼，将滤饼水洗至中性，干燥后得到梯级孔NaZSM-5分子筛；

[0014] 步骤四：60℃-90℃下，将梯级孔NaZSM-5分子筛与酸溶液混合，搅拌下酸交换2h-

12h，得到酸液和滤饼，滤饼水洗至中性，干燥后得到梯级孔HZSM-5分子筛，其中，梯级孔

NaZSM-5分子筛与酸溶液的质量比为1-4:10(优选为1:10)。

[0015] 在上述制备方法中，优选地，采用的天然黏土矿化物包括高岭土、累托土、蒙脱土、

伊利石、叶腊石、铝土矿和膨润土中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

[0016] 在上述制备方法中，优选地，在步骤一中，高温焙烧的温度为500℃-1000℃，高温

焙烧的时间为1h-12h。

[0017] 在上述制备方法中，优选地，在步骤二中，老化的温度为50℃-80℃，老化的时间为

2h-24h。

[0018] 在上述制备方法中，优选地，步骤二中，采用的无机酸为盐酸或硫酸。

[0019] 在上述制备方法中，优选地，步骤三中，搅拌的转速为50转/分钟-300转/分钟。

[0020] 在上述制备方法中，优选地，步骤四中，搅拌的转速为50转/分钟-300转/分钟。

[0021] 在上述制备方法中，优选地，步骤四中，采用的酸溶液的浓度为0.05-1mol/L。

[0022] 在上述制备方法中，优选地，采用的酸溶液包括无机酸溶液或有机酸溶液；更优选

地，采用的无机酸溶液包括硫酸、盐酸或磷酸，采用的有机酸溶液包括醋酸、草酸或柠檬酸。

[0023] 根据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采用的ZSM-5分子筛晶种可以为商业或者自合成的。

[0024] 上述制备方法，可以将步骤四中酸处理后得到的酸液与步骤三中碱处理后得到的

碱液进行中和，回收液相中的SiO2，作为分子筛合成的硅源循环利用。

[0025]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梯级孔HZSM-5分子筛，其是通过上述梯级孔HZSM分子筛的制

说　明　书 2/6 页

4

CN 107777700 B

4



备方法制备得到的。

[0026] 本发明的上述梯级孔HZSM-5分子筛具有微孔-介孔复合的梯级孔道结构，介孔比

表面积为150m2/g-250m2/g，介孔孔径为3nm-15nm。

[0027] 本发明提供的梯级孔HZSM-5分子筛的制备方法，以天然黏土矿物为原料无模板剂

合成微孔NaZSM-5分子筛，以晶化母液为碱源对微孔NaZSM-5分子筛进行碱处理制备梯级孔

NaZSM-5分子筛，以酸液为介质对梯级孔NaZSM-5分子筛进行酸交换得到梯级孔HZSM-5分子

筛。而且，上述制备方法中，以酸处理得到的酸液为中和液与碱处理得到的碱液进行中和，

回收液相中SiO2可以作为分子筛合成的硅源循环利用。

[0028] 本发明提供梯级孔HZSM-5分子筛的制备方法，不需要使用任何模板剂，碱处理过

程无需外加碱源、硅源和铝源的利用率达到100％且无碱液或酸液排放，不仅可以大幅降低

分子筛的生产成本，而且可以提高制备过程的绿色性。

[0029] 采用本发明的制备方法得到的HZSM-5分子筛具有丰富的微-介孔复合的梯级孔道

结构，介孔比表面积为150m2/g-250m2/g，除了含有0.55nm左右处的微孔孔道外，还含有3nm-

15nm的介孔孔径，克服了微孔分子筛单一孔道传质效率低和可接近性差的缺陷，将具有广

泛的工业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实施例1的梯级孔HZSM-5型分子筛的X射线衍射(XRD)谱图。

[0031] 图2为实施例1的梯级孔HZSM-5型分子筛的N2吸附-脱附等温线。

[0032] 图3为实施例1的梯级孔HZSM-5型分子筛的BJH孔径分布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为了对本发明的技术特征、目的和有益效果有更加清楚的理解，现对本发明的技

术方案进行以下详细说明，但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可实施范围的限定。

[0034] 各实施例中矿物、水玻璃及晶种的选择：所用的累托土、高岭土以及水玻璃均为市

售产品。累托土的主要成分为：SiO2的含量为43.2wt.％，Al2O3的含量为37.2wt.％；高岭土

的主要成分为：SiO2的含量为50.5wt.％，Al2O3的含量为44.6wt.％；水玻璃的主要成分为：

SiO2的含量为27.6wt.％，Na2O的含量为8.9wt.％；实施例1所用的晶种为南开大学催化剂厂

生产的ZSM-5分子筛产品(SiO2与Al2O3的摩尔比为38)，实施例2-5所用的晶种均为实施例1

所制得的微孔NaZSM-5分子筛。

[0035] 实施例1

[0036]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梯级孔HZSM-5分子筛，其是通过以下步骤制备得到的：

[0037] (1)微孔NaZSM-5分子筛的合成：称取20.00g高岭土粉末在800℃焙烧4h，取上述焙

烧后的高岭土粉末0.48g，加入30g去离子水和0.30g浓硫酸，60℃下混合搅拌4h；再加入

17.24g水玻璃、0.05g晶种和19.80g去离子水，强力搅拌30min后加硫酸调节pH至凝胶；在60

℃下老化4h；将该混合物移入带聚四氟乙烯内衬的不锈钢晶化釜内，于180℃静止晶化48h，

晶化结束后，冷却、过滤得到滤饼和晶化母液，滤饼洗涤至中性，于120℃下干燥得到微孔

NaZSM-5分子筛；

[0038] (2)梯级孔NaZSM-5分子筛合成：将(1)中得到的微孔NaZSM-5分子筛和晶化母液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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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于60℃下进行碱处理4h后(搅拌速度为75转/分钟)，经过滤得到碱液和滤饼，滤饼经水

洗至中性、干燥后得到梯级孔NaZSM-5分子筛；

[0039] (3)梯级孔HZSM-5分子筛合成：将(2)中得到的梯级孔NaZSM-5分子筛与0.1mol/L

盐酸溶液按照1:10质量比于70℃下进行酸交换8h后(搅拌速度为150转/分钟)，经过滤得到

酸液和滤饼，滤饼经水洗至中性、干燥后得到梯级孔HZSM-5分子筛，其介孔比表面积为

160m2/g，介孔孔径为8nm。

[0040] 硅源的循环利用：将(3)中酸处理后得到的酸液与(2)中碱处理后得到的碱液进行

中和，回收液相中的SiO2并作为分子筛合成的硅源循环利用。

[0041] XRD表征在X’Pert  PRO  X射线衍射仪(Panalytical公司，荷兰)上进行，其中操作

条件为：Cu靶，Kα辐射源，管电压40kV，管电流40mA，2θ扫描范围5-50°，扫描速度5°/min。图1

为本实施例的梯级孔HZSM-5分子筛的XRD谱图，结果表明合成的梯级孔HZSM-5分子筛的MFI

结构和结晶度保持良好。

[0042] 采用ASAP  2020型N2吸附分析仪(Micromeritics公司，美国)对产物的孔结构进行

分析。图2为本实施例的梯级孔HZSM-5型分子筛的N2吸附-脱附等温线，结果表明本发明合

成的梯级孔HZSM-5分子筛表现出了IV型吸附等温线。在0<P/P0<0.10的低P/P0区，吸附量随

P/P0的增加急剧增大，这是由于N2在微孔区的填充；当相对压力P/P0大于0.5时，吸附-脱附

等温线出现明显的滞后环，属于N2在介孔中的毛细管凝聚现象，说明产物中存在介孔结构。

[0043] 图3为本实施例的梯级孔HZSM-5型分子筛的BJH孔径分布图。根据吸附曲线计算得

到的孔径分布曲线存在明显的介孔分布，说明本发明制备的梯级孔ZSM-5分子筛具有介孔

结构，介孔孔径分布在8nm左右。

[0044] 实施例2

[0045]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梯级孔HZSM-5分子筛，其是通过以下步骤制备得到的：

[0046] (1)微孔NaZSM-5分子筛的合成：称取20.00g高岭土粉末在600℃焙烧5h，取上述焙

烧后的高岭土粉末0.64g，加入30.00g去离子水和0.61g浓盐酸，于60℃下混合搅拌5h；再加

入16.95g水玻璃、0.15g晶种和19.20g去离子水，强力搅拌30min后加硫酸调节pH至凝胶；在

60℃下老化8h；将该混合物移入带聚四氟乙烯内衬的不锈钢晶化釜内，于170℃静止晶化

36h；晶化结束后，冷却、过滤得到滤饼和晶化母液，滤饼洗涤至中性，于120℃下干燥得到微

孔NaZSM-5分子筛；

[0047] (2)梯级孔NaZSM-5分子筛合成：将(1)中得到的微孔NaZSM-5分子筛和晶化母液混

合，于65℃下进行碱处理2h后(搅拌速度为200转/分钟)，经过滤得到碱液和滤饼，滤饼经水

洗至中性、干燥后得到梯级孔NaZSM-5分子筛；

[0048] (3)梯级孔HZSM-5分子筛合成：将(2)中得到的梯级孔NaZSM-5分子筛与0.5mol/L

盐酸溶液按照1:5质量比于80℃下进行酸交换4h后(搅拌速度为75转/分钟)，经过滤得到酸

液和滤饼，滤饼经水洗至中性、干燥后得到梯级孔HZSM-5分子筛，其介孔比表面积为152m2/

g，介孔孔径为6nm。

[0049] 硅源的循环利用：将(3)中酸处理后得到的酸液与(2)中碱处理后得到的碱液进行

中和，回收液相中的SiO2并作为分子筛合成的硅源循环利用。

[0050] 实施例3

[0051]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梯级孔HZSM-5分子筛，其是通过以下步骤制备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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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1)微孔NaZSM-5分子筛的合成：称取20.00g累托土粉末在850℃焙烧4h，取上述焙

烧后的累托土粉末0.57g，加入30.00g去离子水和0.30g浓硫酸，于60℃下混合搅拌4h；再加

入17.22g水玻璃、0.10g晶种和19.06g去离子水，强力搅拌30min后加硫酸调节pH至凝胶；在

60℃下老化4h；将该混合物移入带聚四氟乙烯内衬的不锈钢晶化釜内，于180℃静止晶化

36h；晶化结束后，冷却、过滤得到滤饼和晶化母液，滤饼洗涤至中性，于120℃下干燥得到微

孔NaZSM-5分子筛；

[0053] (2)梯级孔NaZSM-5分子筛合成：将(2)中得到的微孔NaZSM-5分子筛和晶化母液混

合，于60℃下进行碱处理5h后(搅拌速度为250转/分钟)，经过滤得到碱液和滤饼，滤饼经水

洗至中性、干燥后得到梯级孔NaZSM-5分子筛。

[0054] (3)梯级孔HZSM-5分子筛合成：将(2)中得到的梯级孔NaZSM-5分子筛与0.1mol/L

盐酸溶液按照1:6质量比于70℃下进行酸交换8h后(搅拌速度为250转/分钟)，经过滤得到

酸液和滤饼，滤饼经水洗至中性、干燥后得到梯级孔HZSM-5分子筛，其介孔比表面积为

168m2/g，介孔孔径为9nm。

[0055] 硅源的循环利用：将(3)中酸处理后得到的酸液与(2)中碱处理后得到的碱液进行

中和，回收液相中的SiO2并作为分子筛合成的硅源循环利用。

[0056] 实施例4

[0057]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梯级孔HZSM-5分子筛，其是通过以下步骤制备得到的：

[0058] (1)微孔NaZSM-5分子筛的合成：称取20.00g累托土粉末在600℃焙烧5h，称取上述

焙烧后的累托土粉末0.76g，加入30.00g去离子水和0.60g浓硫酸，于60℃下混合搅拌4h；再

加入22.96g水玻璃、0.15g晶种和15.40g去离子水，强力搅拌30min后加硫酸调节pH至凝胶；

在80℃下老化8h；将该混合物移入带聚四氟乙烯内衬的不锈钢晶化釜内，于190℃静止晶化

48h；晶化结束后，冷却、过滤得到滤饼和晶化母液，滤饼洗涤至中性，于120℃下干燥得到微

孔ZSM-5分子筛；

[0059] (2)梯级孔NaZSM-5分子筛合成：将(1)中得到的微孔NaZSM-5分子筛和晶化母液混

合，于70℃下进行碱处理6h后(搅拌速度为100转/分钟)，经过滤得到碱液和滤饼，滤饼经水

洗至中性、干燥后得到梯级孔NaZSM-5分子筛；

[0060] (3)梯级孔HZSM-5分子筛合成：将(2)中得到的梯级孔NaZSM-5分子筛与0.2mol/L

盐酸溶液按照1:8质量比于60℃下进行酸交换8h后(搅拌速度为200转/分钟)，经过滤得到

酸液和滤饼，滤饼经水洗至中性、干燥后得到梯级孔HZSM-5分子筛，其介孔比表面积为

218m2/g，介孔孔径为8nm。

[0061] 硅源的循环利用：将(3)中酸处理后得到的酸液与(2)中碱处理后得到的碱液进行

中和，回收液相中的SiO2并作为分子筛合成的硅源循环利用。

[0062] 实施例5

[0063]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梯级孔HZSM-5分子筛，其是通过以下步骤制备得到的：

[0064] (1)微孔NaZSM-5分子筛的合成：称取20.00g高岭土粉末在850℃焙烧5h，取上述焙

烧后的高岭土粉末0.38g，加入30g去离子水和0.30g浓硫酸，于60℃下混合搅拌4h；再加入

13.80g水玻璃、0.20g晶种和21.24g去离子水，强力搅拌30min后加硫酸调节pH至凝胶；在70

℃下老化4h；将该混合物移入带聚四氟乙烯内衬的不锈钢晶化釜内，于170℃静止晶化48h；

晶化结束后，冷却、过滤得到滤饼和晶化母液，滤饼洗涤至中性，于120℃下干燥得到微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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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ZSM-5分子筛。

[0065] (2)梯级孔NaZSM-5分子筛合成：将(1)中得到的微孔NaZSM-5分子筛和晶化母液混

合，于80℃下进行碱处理4h后(搅拌速度为275转/分钟)，经过滤得到碱液和滤饼，滤饼经水

洗至中性、干燥后得到梯级孔NaZSM-5分子筛；

[0066] (3)梯级孔HZSM-5分子筛合成：将(3)中得到的梯级孔NaZSM-5分子筛与0.2mol/L

盐酸溶液按照1:10质量比于70℃下进行酸交换6h后(搅拌速度为180转/分钟)，经过滤得到

酸液和滤饼，滤饼经水洗至中性、干燥后得到梯级孔HZSM-5分子筛，其介孔比表面积为

236m2/g，介孔孔径为10nm。

[0067] 硅源的循环利用：将(3)中酸处理后得到的酸液与(2)中碱处理后得到的碱液进行

中和，回收液相中的SiO2并作为分子筛合成的硅源循环利用。

[0068] 以上实施例说明，本发明的梯级孔HZSM-5分子筛的制备方法不需要使用任何模板

剂，碱处理过程无需外加碱源、硅源和铝源的利用率达到100％且无碱液或酸液排放，不仅

大幅降低了分子筛的生产成本，而且极大提高了制备过程的绿色性，制备的HZSM-5分子筛

具有丰富的微-介孔复合的梯级孔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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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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